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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中欧双方终于在八月初就价格承诺达成了一致，中欧双边贸易摩擦由此告一

段落。然而，中国启动对美韩多晶硅“双反”并没有由此终结，多晶硅的价格将
何去何从呢？

不断下跌的组件价格在过去十年里大幅降低了光伏系统的成本，开发商已开
始研究其他光伏系统元件以节省更多成本。电站质量这一话题也不断被提起，作
为组件关键封装材料背板，电站建设背后其所带来的材料风险不可小觑，《电站建
设背后：隐裂的材料风险》将为大家详细剖析其中关键所在。作为曾经继组件制
造商后获得高额利润空间的逆变器，正逐步进入混战，并被市场迅速“清洗”。 
鉴于目前光伏市场情势，我们开始跟进逆变器产品环节，更深入了解逆变器的市场
情况并展开一系列调研。

放眼国内市场，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分别从市场、产业机构、技术、并网、政策完善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纲领性的
阐述，这些政策能否有效的推动行业发展，对行业结构的调整又会产生怎样的影
响？虽然中国光伏市场不断扩大，对于这个发展速度一度过快的行业，是《要规
模还是要质量》呢？这篇文章传递了业内人士对行业健康发展的观点。

随着新的光伏电价政策推出，规模毫无疑问要扩大。《新政策下的市场变
局》试图为读者描绘接下来数个月行业发展的轮廓。同时，PV-Tech每日光伏新
闻也将继续努力在第一时间向读者发布中国政府陆续推出的政策细则。

热发电方面，有史以来最全面的CSP报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政策研究
报告》已经提交至中国国家能源局，这个行业正涌起新的一波发展浪潮⋯⋯

本期技术栏目，我们为您带来了《晶体硅光伏电池正面电极流行趋势》、《弗
劳恩霍夫启动太阳能组件光伏稳定性研究项目》、《用于制备CIGS的低成本高效
益设备》等技术论文，分别来自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美国波士顿弗劳
恩霍夫可持续能源系统CSE研究所等机构。

李霄远

PV-Tec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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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太阳能 1.00%
生物燃料 30.00%

石油 2.43%

天然气 8.11%

煤炭 6.24%

水力发电 6.15%

地热 22.40%

生物质能 13.59%

59.23%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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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HS：2013年第二季度全球太阳能
安装量超过8.5GW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IHS，2013
年第二季度全球太阳能安装量增长了
20%，达8.5GW。第一季度出货量为
7.1GW。全球光伏组件收入从上季度
62亿美元增长至72亿美元。

IHS表示，强健的终端市场以及价
格和利润略微的提高是第二季度的特
点，2013年期间预计许多组件制造商
将扭亏为盈。该市场研究公司相信，高
产量、出货量和收入水平在第二季度可
以得以维持。然而，由于第三季度增长
将持平，相信不太可能进行持续强劲的
拓展。根据IHS，预计第四季度将保持
强劲，并迎来“温和上扬”。

欧洲地区

法国太阳能安装量超过3.33GW

法国电网运营商(ERDF)表示，法
国本土安装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已
超过3.33GW。

数据显示，截至第二季度末，逾
27.9万个独立电网连接项目总计安装
3,339MW。该季度新增装机总量为
113MW，较上季度的100MW有所提高。

尽管今年早些时候的努力已促进了
进一步发展，但对于该国而言，2013
年完成其1GW的安装目标仍有缺口。
今年七月初，前太阳能与环境部长巴斯
沃被撤职。法国报纸报道，她因为批评
削减对其部门的预算而被撤职。

美洲地区

美国纽约提高太阳能装机容量限制

纽约日前提高了享有国家资金
的商业和住宅太阳能项目的最大装机
容量规格。安装量形成纽约可再生能
源投资组合标准目标的一部分，即

到2015年产生电力的30%来自可再
生能源。住宅上限日前从7kW提高到
25kW，而商业系统可以寻求资金，装
机容量上限从50kW提高到200kW。

现有的业主还将获得支持，使他
们的系统升级到新的最大规格。大型竞
争性招标流程日前将其最小规格提高到
200kW。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宣布，
七月初向太阳能最新投资5400万美元。
预计将利用来自NY-Sun倡议1.2亿美元私
人资金的现金投资于七十九个大型项目。

一月，NY-Sun被指定未来十年每年
追加1.5亿美元来拓展其业务。六月，
纽约州通过《纽约太阳能法案》，设定到
2023年新增2.2GW太阳能装机容量的目
标，建立在NY-Sun计划成功的基础上。

2018年加拿大光伏市场有望安装
3.48GW

多伦多调研公司ClearSky Advisors
公布了《2014至2018年加拿大太阳
能光伏领域市场预测》，其预计到2018
年年底，加拿大的太阳能安装量将达
3.48GW。该公司预计在该预测阶段，
年均安装量会达到450MW。

目前，安大略对于加拿大太阳能
供应商而言是最大的国内市场，这得
益于该省的上网电价补贴，旨在未来
四年内达到每年200MW的装机目标。
作为加拿大唯一拥有公共事业规模并
网光伏电站的省份，安大略最近还为
公共事业规模光伏能源发电建立了一
个竞争性招标系统，预计其将继续培
育竞争性市场。迄今该省的十四个大
型太阳能电站安装量达388MW。

智利批准对光伏领域投资11亿美元

智利海外投资委员会(CIEC)批准了
对光伏约11亿美元的投资。

天华阳光递交了五份投资申请。
日前报道其300MW的光伏发电站的计
划正在进行当中。天华阳光将与智利
国际企业集团Sigdo Koppers在交通运
输建设及物流方面取得合作，并与中
国发展银行合作。天华阳光表示，其
将提供全部所需资金。

2012年在智利最大的海外投资
是矿业，达50.1%，然后是服务业为
26.6%，之后是电力、煤气和水，为
10.9%。CIE在2013年计划与中国的80
多家公司进行投资洽谈。2012年前11
个月两国的贸易超过三百亿美元。

智利环保机构在逾两年的时间内批
准了超过4GW的太阳能项目，其中69MW
的项目正在建设，仅有3.5MW已并网。

亚太地区

泰国提高可再生能源目标，包括屋
顶太阳能项目

泰国政府已批准能源部门计划，
提高其2021年前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其中包括光伏安装项目的3GW目标。

泰国旨在部署总计13.92GW的可
再生能源，较此前约9.2GW的计划有
所提高。重要的是，光伏的重点放在
屋顶安装项目而非地面安装公共事业
规模项目的上网电价补贴上。

商务部初裁对美国进口太阳能级多
晶硅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

9月16日，商务部发布2013年第63号
公告，初裁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太阳
能级多晶硅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

公告称，经调查，在本案调查期内，原
产于美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存在补贴，
中国国内多晶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补贴
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商
务部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2013年9月2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
太阳能级多晶硅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
反补贴措施。进口经营者在进口上述产品
时，应依据本初裁确定的各公司从价补贴
率向中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应国内多晶硅产业申请，商务部于
2012年7月20日决定对上述产品进行反
补贴立案调查。同时立案的反倾销调查已
在7月公布初裁结果，并认定美韩两国生
产的太阳能级多晶硅存在倾销，已采取临
时反倾销措施。

市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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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讯

整理/蒋荒野

加拿大

加拿大安省电力局九月初公布下
一轮上网电价补贴计划规则草案，其
于秋季公开招标。该计划回应了此前
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其中对本地生
产配额要求被削减。

去年，日本和欧盟向WTO提出
申诉，加拿大的省级政策，即60%的
太阳能或风能项目的设备或服务必须
出自本地，此举不公平歧视外部公
司。WTO裁决，安大略省需要使其本
地生产配额要求符合《贸易相关投资
措施协议》以及1994出台的《关税和
贸易总协定》。

美国

洛杉矶水电局(LADWP)在六月公
布上网电价补贴计划，将通过屋顶电
池板产生150MW能源。继首批10MW
示范项目后，该计划将分为五部分，
每六个月分配20MW，并将以一个固
定价格被购买。该计划还包括在莫哈
维沙漠附近的土地上安装一个50MW
项目。到现在为止，该市大多数太阳
能项目已经通过净计量太阳能补贴计
划(SIP)建成，客户从LADWP获得所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退税。七月八日
起，LADWP开始接受第二阶段20MW
分配的申请。

乌拉圭

乌拉圭政府在六月初启动一项招
标项目，采购200MW太阳能光伏。招
标截止至七月二日，该政府表示，第
一天已经获得成功，收到三份投标，
总计182MW。开发商将获益于与乌拉
圭国有电力公司UTE签署的为期二十
五年的购电协议。政府预计，这些项
目需要总投资额达四亿美元。

随后，该国政府又在七月末启动
了其200MW太阳能计划的第二期招标
项目，计划将于九月二日结束。政府

已经为该项目拨款四亿美元。

中国

关于中欧贸易摩擦，商务部在七
月中旬召开例行记者会，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沈丹阳表示谈判正在紧锣密鼓
的推进当中，谈判的情况不便透露。

次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48号公
告，依法公布对来自美国和韩国进口
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决
定，其中认定美国公司的倾销额度在
53.3%到57%，而韩国公司在2.4%到
48.7%之间。各利害关系方在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十天内，可向调查机关提出
书面评论并附相关证据，调查机关将
依法予以考虑。

国家能源局在八月二十二日发布
了《关于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
范区建设的通知》，通知称为贯彻国
务院相关意见，扩大分布式光伏发
电应用市场，第一批分布式光伏发
电示范区名单已经确定，其中包括
18个园区，2013年总计划装机容量
749MW。据悉，国家能源局还将在十
月推出第二批全国分布式光伏发电应
用示范区建设。

八月下旬，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正式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
发展的通知》，实施新的光伏发电电价
补贴方案，此外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标准至1.5分/千瓦时。新
的政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光伏装机规
模。

新的电站电价政策根据各地太阳
能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本将中国分为三
类太阳能地区，各资源区的标杆上网
电价为：

Ⅰ类资源区：0.9元/千瓦时；地
区包括宁夏、青海海西、新疆(哈密、
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甘肃(嘉
峪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
昌)、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盟、呼
伦贝尔除外)；Ⅱ类资源区：0.95元/

千瓦时；地区包括北京、天津、黑龙
江、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内蒙
古通辽、兴安盟、呼伦贝尔，河北的
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山西
的大同、朔州、忻州，陕西的榆林、
延安，以及青海、甘肃、新疆除Ⅰ类
外其他地区；Ⅲ类资源区：1元/千瓦
时；除Ⅰ类、Ⅱ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
地区。西藏地区电价将另行制定。

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曾宣布为
引导光伏制造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推
动中国光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产业政策，工信部组织起草了《光伏
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并
公开征求意见。

江西省政府九月初印发《促进光
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共
出台十六条措施推动江西全省光伏产
业加快技术进步、开拓市场、转型升
级，为2015年光伏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突破千亿元提供政策支持。

印尼

七月初，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
资源部一名官员日前宣布，该国将建
立一个拍卖系统，以推动其太阳能产
业。成功方将被授予为期二十年的
合约，向国有电力公司Perusahaan 
Listrik Negara出售电力。同时，开发
商将以折扣价投标，政府于今年早些
时候设定每千瓦时0.25美元的上网电
价补贴。预计竞标者将在拍卖的十八
个月内完成项目。

印度

国有电力经销商Gujara t  Ur ja 
Vikas Nigam Ltd.制定的对八十八个
太阳能项目产生的能源支付费率削减
的提案在八月末被驳回。该提案力图
推翻2010年1月29日在购电协议中由
该委员会提议的决议和税收，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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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批准的每兆瓦1.65亿卢比(259
万美元)的资本成本”。

首次听证会于七月二十三日举
办，另一个于八月五日举办，代表各
公司的律师表示，提案受阻由于开发
商正在根据购电协议中提议的合同条
件工作，并且该提案违背2003年电力
法等法律。

欧盟

欧盟委员会于今年上半年正式确
认从六月六日起对中国生产的光伏组
件和电池征收11.8%的临时性关税，新
公布的临时性关税低于此前公布的数
字。欧盟在八月三日，最终期限的三
天前，与中国产业达成协议，并公布
相关公司和税率。

早些时候，欧盟成员国对临时性
关税做出投票，其中十八国投票反
对。欧盟成员国将在今年十二月对是
否征收光伏反倾销关税做出最终决定。

意大利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部长Fl a v i o 
Zanon九月初宣布，改革意大利的可再
生能源补贴。部长计划延长可再生能
源补贴的付款期限，补偿将额外能源
注入到国家电网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
产商，而目前的付款期限为十八年。
至于付款期限延长所支付的金额尚未
公布。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终止支付可再生能源补
贴为期七年的决定日前由捷克公共事
业公司���上报到欧盟委员会。罗马

尼亚政府从七月一日起推迟支付可再
生能源生产商，并且暂停可再生能源
设施必须拥有的绿色能源证书的发
放。

德国

德国政府冻结该国可再生能源补
贴的计划于四月末搁浅。

今年早些时候，环境部长彼得�奥
特梅尔提议，拟将德国的上网电价补
贴冻结在0.528欧元(0.71美元)，以
遏制电价上涨，预计将为电力客户节
省18.6亿欧元。但社会民主党、Die 
Grünen(绿党)和Die Linke(自由党)
的反对导致这些措施在由各州州长和
总理默克尔出席的能源峰会上再次被
拒。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随后在五月
初宣布，光伏上网电价补贴(FiTs)将进
行每月1.8%的递减，从五月初起开始
生效，之后在六月一日和七月一日分
别进行进一步削减。

新的上网电价补贴递减率意味
着10kW以下的系统从五月一日开始
将获得每千瓦时0.1563欧元(20.433
美元)。从六月一日开始，补贴将削减
至每千瓦时0.1535欧元，在七月一
日，补贴将削减至每千瓦时0.1507欧
元。40kW以下的较大系统将分别获得
每千瓦时0.1483欧元、0.1456欧元和
0.1430欧元，而1MW以下的电站将分
别获得每千瓦时0.1323欧元、0.1299
欧元和0.1275欧元。最终，规模从 
1至10MW的光伏电站将在五月、六
月和七月分别获得每千瓦时0.1082欧
元、0.1063欧元和0.1044欧元。

联邦网络管理局在七月底公布了
从八月一日起开始实施的新季度补贴

递减幅度。

俄国

俄国政府在五月末批准了一项可
再生能源项目补贴计划，其中包括太
阳能发展。俄国政府签署一条法令，
旨在推动该国的光伏、风能和小型水
电站项目。该法令是政府目标的一部
分，该目标致力于到2020年使该国电
力的2.5%来自可再生能源。

西班牙

六月初有当地媒体报道称，西班
牙能源部副部长阿尔贝托 纳达尔将于
当月二十一日前宣布该国可再生能源
补贴额将下调10-20%。随后，西班牙
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协会在六月中旬
向欧洲议会提交报告，指出西班牙政
府违反欧洲关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指
令。

在向议会递交的请愿书上，联合
协会争辩，西班牙政府目前采取的立
法措施使在西班牙部署可再生能源
变为“不可能”。因此，联合协会表
示，西班牙将不能够实现欧洲指令
2009/28/EC中确定的2020年20%的
可再生能源目标，欧洲内部电力市场
的规则在2009/72/EC中有所列载。

尽管如此，西班牙政府仍在七月
中旬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可再生能源补
贴的削减，总计二十七亿欧元(三十五
亿美元)，作为其能源政策大规模改革
的一部分。除了补贴变化，规定的电
价将上涨6.5%，致使用户的总电费上
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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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耶博格层压机集成LayTec公司
EVA交联度检测技术

产品应用：本品可用于光伏组件生产
的EVA层压工艺中。

相关信息：在采用基于离线和在线两种
模式的交联技术后，认证机构可以根据
非破坏性和可重复的标准对生产线和生
产工厂进行认证。同时，该产品可针对
NG或JT 3S Modultec等型号层压机进
行升级。

上市时间：已上市

梅耶博格与LayTec日前共同合作，
研制出全球首款针对光伏组件生产线的
全面集成EVA交联剂量解决方案。直至
最近，组件产品寿命的保障和长期稳定
性通常都是对不足1%的组件产品进行破
坏性离线测试，然后通过统计学方式为
终端客户推算出相应结果。

集成EVA交联计量系统是为组件生
产线的工艺优化和产能提高而研发的精
简解决方案。测量头直接与梅耶博格层
压机内的冷却机集成。这一设计有助于
进行闭环流程控制，并对EVA层压进行
100%质量监控。该系统可全面替代效
率低、易出错且费用昂贵的离线分析测
试方式。通过将原有OEM技术与非破坏
性层压工艺控制相集成，组件制造商可
毫无争议地证明其组件生产的长期稳定
性。

VITRONIC提供太阳能电池色差摄
像分检系统

产品应用：该检测识别系统可同时应
用在单晶和多晶硅电池产品上。该系
统的吞吐量可超过每小时2400片，并
且其分类精准度可超过99.8%。
相关信息：感应盒中包括配有四条
4096像素线的彩色线扫描摄像头、白
色LED照明模块、背光和计算机子系
统。该软件可提供自动化、快速工具
校准和工具匹配，以及图形用户界面
组成的产量控制工具，以便实现迅速
响应及流程调整，并可显示当前及近
期所测试电池的所有质量相关数据和
可视化信息。
上市时间：已上市

VITRONIC旗下VINSPEC太阳能系
列VCOFLC1摄像系统可实现精准可靠
的前端印刷和色彩识别。一级太阳能制
造商对太阳能电池的质量要求极高。对
于亚洲工厂来说，将产品按照不同等级
分类是一项重要流程，因此，许多亚洲
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在需找改造现有工厂
以实现这一功能的方式。

新款 V I N S P E C 太 阳 能 系列
VCOFLC1摄像系统将前端印刷与色彩
识别结合在一起，并可进行精准且可靠
的质量检测和电池分类。VITRONIC称
其产品极易操作校准，从而可以提供标
准校准工具，对色彩等级和边界进行界
定。即使多个电池测试仪需要同时操
作，且要求工具之间相互匹配，整个设
置流程也仅需进行一次，并且分类规则
可应用至所有测试仪中。

KREMPEL推出背接触背板材料

产品应用：AKACON BCF光伏背板材
料是专为铜基背接触太阳能电池组件
层压而设计的。

相关信息：AKACON BCF产品可提供
优秀的平整度和较高的尺寸稳定性；
产品的热收缩率在0.1%以下。

上市时间：已上市

KREMPEL集团推出的这款AKACON 
BCF光伏背板专为背接触电池组成的组
件而设计。背板配有镀铜层并根据客户
背接触电池的设计进行架构。如果电池
的触点仅分部在电池背面的话，这就意
味着电池的前表面可用作其他用途，从
而提高电池输出。目前业内还具有相应
的电池设计、经济高效的工艺理念和生
产线。但是，新技术仍处于有前途的理
念和适销产品之间的过渡状态。

新款AKACON BCF(背接触膜)系列
产品具备背接触产品所需的一切关键特
性：电池的高导电接触面，以及外侧面
上优秀的电绝缘特性。同时，新产品据
称还可稳定运行其他传统光伏背板层压
功能，如对有害环境的持久防护等。

新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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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意见 出台，让旗帜飘扬在光伏产业

文/王超  

文件出台

被纳入中国新兴行业支持范围的光伏产业，在2012
年开始遭遇内外市场的危机。这项涉及近百万人的产业开
始被中国国务院所关注。去年五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了鼓励自给式太阳能系统应用，同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对如何促进光伏产业进行了讨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
温家宝提出了五项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规范产业发展秩序、积极开拓国内光伏应用市场、完善支
持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减少政府干预和禁止地方保
护。但未明确相关细则。

同样的话题在今年6月14日重新被讨论，但此次讨论
更具成效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六项
措施，分别是：加强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重点推进分布
式光伏发电、电网保障配套并优先安排光伏发电以及全额
收购发电量、完善电价政策并制定分区电价，扩大可再生
能源基金、鼓励金融机构解决融资困境、支持材料和设备
国产化、鼓励充足。

2013年7月4日，国务院已经形成了《国六条》的基本
文件并发布至各省市政府主管部门。文件进一步完善后于7
月15日向外界公布。

市场容量的扩大——分布式能否撑起市场的增长？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时璟丽回顾了中国在过去几年
制定的市场目标，对于2020年的装机目标，中国政府在2007
年、2011年所提出的目标分别为1.8GW和10GW，2012年则提
出2015年达到20GW、2020年达到50GW的目标，2013年初
提出的2015年新目标为35GW，最终在《国六条》更明确了2015
年的目标，2013-2015年每年装机目标达到10GW左右。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
计装机6.5GW。2013年上半年的新增装机达到2.3GW，但距
离10GW的目标还差7.7GW。在未来五个月时间中，最后两
批金太阳项目也将继续实施，1GW左右的项目将陆续投建。

对于国家政府部门所推崇的分布式光伏来说，电价是
影响其投资积极性的主观因素，而屋顶及其业主的配合则
成为影响投资力度的客观因素。不管电价高低，对于投资
主体来说是公平的，但屋顶的租赁费用以及业主所能消纳
的电力容量则更大程度的影响了项目的投资收益。

虽然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已通过各种渠道
来推进分布式光伏的发展。国家能源局在去年九月启动的分布

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后，已有140多个示范区上报，容
量超过16GW。到今年七月份的累计8.8GW的装机中，大型光伏
电站装机约为5.5GW，分布式光伏装机约为3.3GW。

除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外，《国六条》还结合中国城
镇化的新趋势推动建设1000个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小镇及示
范村。离网项目同样也被提及，偏远和海岛地区的无电、
缺电现状将在2015年前进一步得到缓解，城市路灯照明、
景观照明、通讯基站和交通信号灯的光伏电源应用虽然被
提及，但在非必要地区，这种应用形式在没有政策补贴的
情况下，投资成本偏高，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推动。

产业的未来

中国本土市场容量的提升，以及欧盟双反谈判的利好，
并不意味着中国光伏产业能实现良性发展。《国六条》关于产
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中，首先提出的是抑制光伏产能的盲目扩
张，技术上要求单晶硅电池转换效率不低于20%，多晶硅电
池效率不低于18%，薄膜电池效率不低于12%，多晶硅生产综
合能耗不高于100千瓦时/千克。这些技术指标很快引起了业
内的热议。晶澳太阳能首席技术官此前在接受PV-Tech采访时
表示，“目前晶澳的多晶电池量产平均转换效率接近17.9%，较
业内平均高出0.6个百分点，量产最高转换效率超过18%，转
换效率超过18%的部分占产量的15%左右；晶澳的单晶量产平
均转换效率达到19.4%，同样比业内平均高出0.6个百分点，
量产最高转换效率达到19.6%。”作为业内技术领先的企业，
晶澳都难以完全满足《国六条》的要求，刘勇补充到，“结合
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晶澳高效P型单晶电池明年量产转换效率
达到20%是不难实现的。”晶澳首席科学家单伟表示，其高效
PERCIUM电池的发展即将突破20%的量产效率。

另一家在单晶电池上领先的企业阿特斯以其MWT电池
为荣，但这种产品的量产效率目前只有19.6%。阿特斯技
术副总裁章灵军表示，代号为ELPS的MWT电池在改进结
构后将实现20.5%的效率。晶科能源首席科学家金浩给出
了该公司的多晶电池效率提升路线图，2013年第二季度，
晶科实现了18%的平均效率，第四季度计划实现18.2%，到
2014年第四季度的目标则为18.5%。

作为全球领先的几家光伏制造企业的产品在实现《意
见》所给出的指标中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最困难的
是，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价格上能否被市场所接受。效
率最高的两家企业SunPower和三洋在出货量上已经逐渐被
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拉开了距离。而各个企业的高效产品出

2013年7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国六条》），分别从市场、产业机
构、技术、并网、政策完善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纲领性的阐述，在中国最高决策层面上为这项产业的发展展示出一面飘扬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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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量也明显比普通产品的出货量少。市场需求动力不足也
为高效率电池的产能扩张带来了风险。

在多晶硅方面，保利协鑫执行总裁舒桦表示，“《国六
条》中对多晶硅100kwh/kg的综合能耗标准定得太低，现
在保利协鑫可以做到70kwh/kg。”事实上，即使没有综合
能耗指标的限制，保利协鑫也已经通过成本降低把二线多
晶硅企业挡在市场外面。

通过技术指标对企业进行限制不是好的选择，《国六
条》中明确提出通过“市场倒逼机制”鼓励企业兼并重
组。中国多晶硅企业首先是整合的领域，一方面，市场已
被少数几家企业所控制，根据Solarbuzz的数据，前五名企
业的市场份额从2011年的近70%增加至逾80%；另一方面，
中国除了保利协鑫、昱辉、大全、赛维LDK等少数企业外，
十几家多晶硅企业已陷入停产状态，主要原因是其生产成
本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开工即亏损。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司副司长梁志鹏和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示未来光伏产业在每个环节都将由五家左右企业占据大
多数市场份额的预测。在多晶硅行业，这种预测已经实
现，而越往下游，这种集中性越难以实现，这也体现在组
件产能的整合速度低于硅片产能和电池片产能的整合速度。

市场、政策的区域性

《意见》在谈到规范产业发展秩序时，提出加强规划
和产业政策指导，“各地区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和本地区需要
编制本地区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事实上，在《国六条》
发布前，各省市已经开始发布各自地区的光伏支持政策，
这些政策大都为分布式光伏相关，也算是迎合了中国中央
政府所提出的支持分布式光伏的要求。在分布式发电方面，
《国六条》鼓励电力用户按照“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电
网调节”的方针。

江西的推动万家屋顶光伏发电示范工程方案提出来鼓
励万家居民投资建设家庭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计划推动
1000-2000户家庭实施，补助为4元/峰瓦，二期补助为3
元/峰瓦。江西省会合肥为了争取到中国首批光伏产业示范
园，将在国家0.42元/千瓦时补贴基础上再补贴0.25元/千
瓦时，该部分每年分两次发放。合肥希望通过更丰厚的补
贴推动500MW的装机。浙江嘉兴对个人分布式项目的补贴
更高，2013-2015年的补贴分别为2.8、2.75、2.7元/千瓦
时。 时璟丽透露，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担心分布式能否按
照每年5-6GW的规模发展，所以才推动示范区进行大规模
的发展。100个示范区在2014年才能全面实施，但为了推
动今年的装机，所以才首推7省7市的示范区运作，并鼓励
一个业主做统筹开发，以加快建设速度。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地区，山东、河北等都已经推出
或酝酿新的针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政策，而在本刊截稿前，
中国政府还没有推出针对示范区项目以外的分布式发电的补

贴政策。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推进本地的装机规模情有可
原，但政策的不完备或许带来新的问题，一方面，地方政策
或将带来地方保护主义，本地企业或采用本地产品的项目或
将更容易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而外地企业的产品或将受到
排斥；另一方面，地方政策的电价并没有规定补贴年限，虽
然补贴看起来很高，但持续性能否实现有待观察。

细则待出

《国六条》作为旗帜的纲领性文件无疑给中国光伏市
场的扩大指出了方向，但顺延这一方向的发展道路能否走
通还需要系统性的政策细则。《国六条》从六个方面提出
了完善政策的内容：加大支持用户侧光伏应用、完善电价
和补贴政策、改进补贴资金管理、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
度、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完善土地支持政策和建设管理。

首先出台细则的是关于补贴资金管理的文件，财政部率先
出台了《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实施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有关问
题的通知》，核心内容是按照程序备案、建成投产、完成并网
验收的项目都将获得电价补贴(获得初投资补贴项目除外)，明确
了补贴的发放渠道和周期，补贴将通过电网公司、由财政部拨
付，补贴电费按月发放。这意味分布式发电项目将不会像大型
地面电站一样电费补贴受到拖欠，而地面电站的电费补贴能否
如分布式项目一样按月执行还不得而知，不管政策如何制定，
补贴资金是否充足依然是业内所担心的事情。

梁志鹏副司长还透露，不管此前建成的项目有没有电价
补贴，在财政部文件实施后，都将可以按照规则获得电价补
贴。这意味着包括上海赵春江教授在多年前建成的家庭电站
等居民分布式项目今后可按照国家政策拿到相关补贴。

政策的落实依赖于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容量，
按照目前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8厘/千瓦时的标准，年收费
不足300亿，而拖欠的资金量已达数百亿。提高可再生能
源电力附加的呼声越来越高，1.2分/千瓦时还是1.6、2分/
千瓦时，业内的猜测没有停止过。

就在本文截稿前，一则“光伏发电增值税减半”的消
息传了出来，按照17%的增值税计算，减免的税收将为电
站的内部投资收益率带来1-2个百分点的提升。但在种种利
好面前，金融支持是最为急迫的。银行贷款成为了项目融
资的主要来源，与欧洲、美国等其他国家允许项目贷款不
同，中国银行主要对电站的贷款需要企业做担保，项目贷
款难以获得。金融条件的严苛使得项目商业模式和居民用
小型分布式的资金来源受到限制。

时璟丽表示，“从研究的角度看，今年中国完成10GW
的目标难度非常大的，《国六条》出台后至少需要1、2个月
的时间九项细则措施才会出台，由于各个部门工作进程的
不同，甚至有些文件要拖到年底。《国六条》真正发挥作用
可能要从2014年开始。”时璟丽呼吁业内对《国六条》有
一个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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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价政策下的市场变局

文/王超  

大型地面电站——圈资源+抢装

此次新的政策从四类资源区简化为三类资源区，西藏
地区电价补贴单独制定。
Ⅰ类资源区：0.9元/千瓦时；地区包括宁夏，青海海西，甘肃(嘉
峪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昌)，新疆(哈密、塔城、阿勒
泰、克拉玛依)，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盟、呼伦贝尔除外)；
Ⅱ类资源区：0.95元/千瓦时；地区包括北京，天津，黑龙江，吉
林，辽宁，四川，云南，内蒙古的通辽、兴安盟、呼伦贝尔，河
北的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山西的大同、朔州、忻州，
陕西的榆林、延安，以及青海、甘肃、新疆除Ⅰ类外其他地区；
Ⅲ类资源区：1元/千瓦时；除Ⅰ类、Ⅱ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这意味着除了Ⅲ类资源区外的其他地区都将有0.05—
0.1元/千瓦时的下调。从而使得Ⅰ、Ⅱ类资源区的大部分核
准项目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建成并网才能不受电价调整的影
响。在新疆、甘肃、青海、内蒙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抢
装。据PV-Tech记者了解，新疆的一个项目在9月初仍然没有
拿到完备的手续，但如果按部就班去实施，在年底前必然并
不了网。而即使抛开不完备的手续立刻施工，这座20MW的
电站仍然难以在今年底全部建成，“但至少可以并网发电”， 
该项目的负责人仍有信心拿到1元/千瓦时的电价。

在秋冬的抢装过程中，如何保证施工质量成为了新的
难题。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来建设电站，从设计到设备
材料供应，都有大的隐患。一家在新疆抢着建设电站的业
主正为选择水泥桩还是螺旋桩而发愁——水泥桩建设周期
长，寒冷的天气施工难度大；螺旋桩可以加快工期，但供
货周期紧，螺旋桩的防腐或许达不到要求，已经有西部的
业主反映螺旋桩在数年后出现腐蚀情况。

相比于西部电站的抢装，在东部Ⅲ类资源区中正上演圈地热
潮。山东、江苏北部、河南、河北等地已经有大量大大小小的企
业圈地申报项目。顺风光电正计划招募200名电站开发人员，这
家正迅速扩张电站资产的民营上市企业给这些开发人员的工资并
不高，但允诺这些员工在项目获批后将对项目有一定的自主把控
权。顺风光电对项目的资本金投资收益率的要求为20%。

另一家过去几年迅速扩张的民营企业汉能控股也计划招募
数百人开发地面和分布式光伏项目。这家市值越来越高、对供应
商、政府以及银行的欠款也越来越高的“雄心”企业不再指望能
卖出多少组件，他们更依赖能建设多少电站。汉能虽然没在组件
销售上赚多少钱，但却在电站项目权出售上收获了一笔。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打着央企的旗号在地方圈
地，他们宣称电站建好后将卖给这些央企，中电投、中广
核太阳能、大唐新能源、三峡新能源等都成为了获得地方
政府信任的有利旗号。事实上，已经有多家企业已经把开
发的电站与央企签署了转让协议。

新的政策中明确了光伏电价补贴期限原则上为20年。虽然
这种说法中带有“原则上”，但比之前为做任何说明有了实质的进
步。这也为电站开发商和投资者提供了更明确计算收益的条件。

分布式前景的问号

中国能源局更看重分布式项目在中东部地区的发展。
在新的电价政策中，发改委价格司也同意将电价补贴定为
0.42元/千瓦时，相比此前电价征求意见稿的0.35元/千瓦
时提升了7分钱，这对项目的收益有重要的推动。

发改委价格司曾向多家涉及光伏发电的央企发出了 
“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方式选择”的文件，征求企业对分布式补
贴机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了两个补贴机制：全电量补贴和
全额收购。全电量补贴是对光伏发电的全部发电量按统一标准补
贴，发电量先自用，多余的电力按照当地脱硫燃煤发电标杆电价
收购；全额收购是指全部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上网
电价全额收购。相关部门给出了几个原则：补贴额度最低原则，
平均单位电量补贴额度应该尽量低，最大补贴额度不超过西部光
伏电站补贴额度；最大节能效果，尽量自发自用，特别在电网高
峰时段多使用光伏发电量；促进技术创新，有利于微电网、储能
技术、多元化分布式能源的发展；鼓励投资经营，以合同能源管
理的方式以使项目更容易获得融资；符合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
便于管理监管，有利于电力监管机构对并网运行、补贴资金拨付
的监管；便于与其他政策衔接，如节能减排和其他相关光伏政
策，特别是国务院《若干意见》的政策。

最终，发改委价格司认为全电量补贴最大的优点是
单位电量国家补贴额度小，有利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
政策衔接，缺点是合同能源管理方式的结算有风险，但可
以通过政策措施给予保障。而全额收购的方案在电费结算
上有较高的保障率，缺点是单位电量国家补贴额度大。最
终，发改委价格司建议采用全电量补贴。事实上，在最终
发布的分布式电价补贴政策中，采用了全电量补贴的方案。

国家能源局为了推动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迅速扩大，推出
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实施方案》帮助了18个示

2013年8月底，中国出台新的光伏电价政策，根据各地太阳能资源条件和成本将中国分为三类太阳能地区，地面电站
的标杆上网电价0.9、0.95、1元/千瓦时；此外分布式光伏发电价格补贴标准为0.42元/千瓦时。为了保障光伏电价补贴的
发放，中国发改委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从0.8分/千瓦时提升至1.5分/千瓦时。新政策的出台立刻改变了中国光伏企
业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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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在2013年启动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建设。示范区的分布
式项目与普通的示范区项目在补贴上并无差别，所以有业内
人士疑虑为何要做示范区。示范区的优势在于通过地方政府
协调调动一批屋顶资源，通过一个业主的方式便于管理。但
PV-Tech记者从侧面了解到，示范区的项目相比于普通分布
式项目在获得补贴上拥有优先权。由于可再生能源基金在过
去几年中出现了严重的亏空，即使此次可再生能源电力附件
上调近一倍，光伏项目也仍然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及时的补贴
款。而示范区的项目有可能在补贴发放上拥有优先权。

事实上，在本刊截稿之前，多个示范区的业主在推动项目建
设上已经丢失了当时申报项目的积极性。如山东泰安示范区的业
主泰安加华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出资来建设，而
泰安市相关部门正推进第三方的合作，他们试图引入资本实力雄
厚的央企来垫资建设项目。宁波示范区的股东之一东方日升新能
源正计划将其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合作的央企，对这家组件企
业来说，卖出设备是最大的目的。而刚成立不久的远方动力凭借
其强大的幕后关系在竞争激烈的北京示范区中拔得头筹后，也无
力投资，他们已经向外界放出风声试图转让其中的部分项目权。
获得深圳示范区项目的招商新能源更是以“资本运作”著称，虽
然通过资本运作上市，但其数百兆瓦电站的收购协议仍然只是纸
面操作，这家所谓央企背景的资本运作高手依赖其股东之一中利

科技的担保获得贷款而收购中利科技的嘉峪关电站。
分布式项目能否如愿得到大规模的推动，也并不是国家

能源局推出优厚的政策这一项就可以解决的。中国国家开发
银行随后也制定了针对分布式光伏项目的金融政策，优惠的
利率、最长达15年的贷款、相应的短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
等多元化的信贷产品等都将为项目实施解决部分资金难题。

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规模能做到多大，或许第一批“吃
螃蟹”的企业的感受将会反映出来。

在通过地面电站和分布式项目实现今年10GW目标的过程
中，硅片、电池、组件厂家是显著的受益方之一。目前，要想买
到A片的组件，已经很难以低于4.15元/瓦的价格买到组件了，并
且组件厂商对预付款的要求也已经达到70%甚至全款，而英利、
尚德、天合光能、晶科等一线厂家的优质产品要卖到4.3元/瓦以
上，而这种情况在去年是难以预料到的。即使是B片——这种质
量难以获得保障的组件，售价也要超过3.9元/千瓦时。组件厂商
经历了2年的透支后，很难再去以低姿态面对客户了。

毋庸置疑，新的电价政策给中国光伏产业带来了信心和
憧憬，更多的政策细则也会陆续颁布。在新的市场环境下，
中小企业或许会找到新的壮大的市场机遇，而传统的优势企
业也会因为把握不住机遇而丢掉盈利空间。一句名言仍然适
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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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灵活度、可靠性

Octopus II

八向模块集群
 PECVD：用于非晶硅和多晶硅产品(本征、参杂)
 PVD：用于透明导电氧化物(ITO、ZnO)和金属化镀膜(Ag)
 装载/卸载/预热

 
 
 

基底传输器：350 x 450 mm2 托盘
4 x 6”硅片或
6 x 5”硅片

 
 

吞吐量
每年5MW(或250000个传输托盘)
完整的电池工艺(钝化、接合、金属化镀膜)

 
  

22%
太阳能  
电池效率

www.indeotec.com

INDEOtec SA是一家瑞士等离子工艺设备制造商，
从2007年起面向市场提供先进的薄膜沉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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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光伏市场的兴衰
Subha Krishnan, Frost & Sullivan  

自从菲律宾在2009年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案后，该国
始终积极地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降低其对煤炭、石
油等昂贵的进口天然气的依赖。

这个发展迅速的亚洲国家旨在2030年前实现国家能
源组合的一半来自可再生能源。该国经济在2012年出现了
7.8%的强劲增长幅度。为了维持这种增长势头，政府希望
能够对其能源投资组合进行多样化的发展。

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根据《菲律宾发展规划(2011-2016)》(Philippines 
Development Plan)，该国截止至2009年共实现装机量
15.61GW，其中可再生能源占到了约5.309GW。能源组合
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是化石燃料，大多集中在吕宋电网上(详
见图一)。

最近，与其南亚各邻国相似，菲律宾政府正谨慎地提
高可再生能能源在本国能源组合中所占据的份额，以确保
长期的能源安全。同时，通过可再生能源方式进行的分布
式能源发电也被认为是应对该国频繁发生的断电事故和不
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办法之一。

联网太阳能光伏系统获助力

菲律宾由几百个岛屿组成，这使得该国难以扩大输配
电线路。此外，对偏远地区的柴油发电机组进行供应运输
也是极为困难的。

但位于赤道附近的菲律宾，每天可获得4.5kWh/m2-
5.5kWh/m2的日照辐射。因此，如果可以增加太阳能发电
的可行性和稳定性，许多偏远的岛屿可使用太阳能进行电

力供应。同时，随着太阳能电池板价格的降低，相关技术
愈来愈可以为人所接受，政府还重点鼓励在住宅和商用建
筑屋顶加装太阳能电池板。

菲律宾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价值在2012年评估为
2.088亿美元，预计在2016年可增长至3.726亿美元，复合
年增长率为15.6%。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安装系统都是为该
国农村偏远地区电气化进行的离网设备安装。由于缺少政
策框架支持、苛刻的购电协议条款、电力公司不愿购买可
再生能源电力，以及无法获得投资等原因，联网太阳能光
伏系统至今未能形成具有吸引力和较高可行性的市场。

然而，随着该国在2012年推出了上网电价补贴政策，
菲律宾有望开始吸引众多联网太阳能光伏项目。同时，此
前被搁置的多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也预计可通过此次出台的
上网电价补贴，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可行性与可靠性。

政策举措：可再生能源目标与上网电价补贴率

为带动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长，菲律宾能源监管委员
会(ERC)在2012年第二季度通过并公布了民众期待已久的上
网电价补贴率。新的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率为每千瓦9.68
菲律宾比索(约合1.47人民币)，而非此前国家可再生能源委
员会(NREB)提请的每千瓦17.95菲律宾比索。

上网电价补贴率保证了能源公司可从所出售的每千瓦
清洁能源上获得除市场价格之外的额外资金。这种曾被预
计在2009年就可出台的新机制，有望带动对太阳能产业的
投资。

菲律宾能源部为未来三年内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安装量
设置了760MW的有限安装目标。被选中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将可获得该国最新公布的上网电价补贴。在这760MW安装

图一：2009年菲律宾国家能源组合

去年，当一切尘埃落定后，菲律宾的太阳能上网电价补贴率要比众人期盼的低了许多。Subha Krishnan对此产生了质
疑，这种补贴率是否足以启动该国的太阳能市场，还是说政府需要从头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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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目标之中，能源局将三年内太阳能项目安装量目标设置
在了50MW。最开始，容量在3-5MW的太阳能项目预计可
在2014年在新上网电价补贴机制下启动。

上网电价补贴率：对投资商与项目开发商的影响

ERC表示，在考虑到建造能源项目阶段成本的下降趋势
后，他们将上网电价补贴设置在了一个低于预期的价位。
由于此次公布的上网电价补贴率要远低于之前NREB所提交
的价格，因此政府可能需要在该政策实施的最初三年内重
新对此进行思考和调整。因此，投资商们会对之后三年内
该补贴率的调整程度持怀疑态度。

目前，开发商们正在以这一较低的上网电价补贴率对
各自项目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分析。对于项目开发上来说，
所设置的50MW安装目标偏低，特别是对于那些较小的产
业从业者来说。太阳能发电领域内的有限安装目标限制了
开发商对超过5MW容量项目的规划。从而，太阳能项目开
发商向政府呼吁，提高50MW的上限，因为较大的项目容
量可降低项目的开发成本。但是政府坚信能够提高可再生
能能源在该国能源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重，因为投资商至

少可获得最低上网电价补贴的保障，以启动他们的项目。
当政府正在探求该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时，值得注意

的一点是，按照新机制规定所提请的超过100个项目仍未通
过审核。初步审核流程的延迟降低了投资商对这一市场热
情。而各利益相关者也不仅怀疑——“这种商业气候能达
到为可再生能源领域吸引大规模投资的预期效果吗？”如果
政府能够积极地审批项目并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持，该产业
内的潜力还是有望能够实现的。

此次出台的上网电价补贴是该国朝向实现2030年可
再生能源目标所迈出的第一步。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
说，及时地推出此类政策是极具挑战性的，对于菲律宾来
说也不例外。未来三年对菲律宾来说，将是衡量此次出台
的上网电价补贴成功与否的重要期间。同时，这期间也是
衡量该国是否有能力将机遇资本化，进而对太阳能发电进
行进一步开发的重要平台期。

作者简介

Subha Krishnan是Frost & Sullivan(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
亚太地区能源系统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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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发电起步，向政府要政策

文/王超  

2013年5月中旬，中国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向国家能源局递交了受后者委托编制的《中国太
阳能热发电产业政策研究报告》。这份由中国科学院电工
研究所王志峰博士主笔编制的文件还获得了克林顿基金会
的支持，此外国家开发银行、欧洲太阳能热发电协会、阿
本戈、FLAGBEG等公司或组织也派专家参与了该报告的编
写。该报告自2012年11月13日启动，经过近半年的编写完
成后递交国家能源局。这份报告将成为国家能源局制定未
来中国热发电支持政策的主要依据。

中国首个全面的热发电综述报告

这份超过五十人、近三十家家企业、科研院所、机构
参与编写的报告由五个大的部分构成：国内外太阳能热发
电(CSP)技术市场及政策发展情况报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
技术和政策瓶颈分析、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激励政策分
析、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支撑体系研究、中国太阳能热
发电产业发展战略及部署规划研究。这份268页、总计约
15万字的报告的关键内容为技术梳理、政策建议、产业规
划。

在“国内外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市场及政策发展情况报
告”专题中，编制者介绍了CSP产业的技术、市场、产业现
状，通过美国、西班牙的多个项目对比了CSP与光伏的成本
结构差异。作为综述专题，这部分分享了美国、欧洲、印
度、日本、南非和摩洛哥等地区的政策及相关经验。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胡润青研究员主笔的“中国太阳
能热发电技术和政策瓶颈分析”专题通过系统的讨论去分
析中国目前CSP市场没有打开的原因。如果说技术障碍在三
年前还是主要原因，现在包括电价补贴在内的激励政策成
为最主要的障碍。

目前一提到CSP，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成本太高。王
志峰主笔的“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激励政策分析”专题
从电价计算及分析、一次投资计算、发电量计算、政策分
析等多个角度为持疑者做了详细解读。王志峰透露，在这
个专题的编写中，由于中国还没有成熟的商业化运行的电
站，给各个参数的确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编写组为此开
了9轮会议，先后计算了55次电价模型，最终从三种计算电
价的方法中得出最终的计算模式。

“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支撑体系研究”专题着重去
探讨产业上下游的建设、布局以及质量体系的建设。中国

气候中心风能太阳能中心主任申彦波分析了目前基础太阳
能辐照数据的检测和预测，并提出了太阳能法向直射辐射
资源专业观测网的建设规划。该部分还分析了各个装备制
造所需原材料的地域分布、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商业化体系
建立以及新产品的中试及培训平台的发展。由于光伏产业
的标准严重滞后于产业的发展，CSP行业也应该避免这种状
况。在风电、光伏项目验收中积累了大量经验的鉴衡认证
着重就标准和质量检测认证体系的建设做出分析和规划。

在最后一个专题“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发展战略及
部署规划研究”中，编写组向国家主管机构描述了推进产
业发展的规划，构想了中大型CSP基地——电站+制造+服
务——的框架。此外CSP独立供能示范区、与光伏、风电互
补的CSP调峰基地以及分布式CSP电热联供系统等概念都被
规划出来。

技术和产业的构建

数十家企业的多年参与使得中国CSP产业有了一个雏
形，但技术的成熟度仍处于早期。北京延庆的塔式项目投
产一年后由于输电线路的欠缺无法正常运行，青海德令哈
中控10MW塔式项目也未获得一年的有效运行参数，使得
中国市场无法选择可靠的技术整体解决方案。而国外的技
术提供者如阿本戈等则不遗余力得继续向中国CSP电站意向
开发商或投资者推销其技术和合作模式。这些国外企业很
清楚，在中国自身CSP产业成熟起来之前是他们在中国市场
开拓的最好机会。

作为项目实施的前期数据，太阳法向直射辐射资源
(DNI)是重要的评估数据，但就这一个关键数据，在中国也
极为缺失。中国国家气象局观测系统中有辐射观测的总计
98个站点，其中不到20个站点可以测直射辐射，并且这些
站点大都集中在东部，在光资源条件好的西部地区尤为缺
少。该报告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建立DNI数据收集体系，安排
一定量的气象台站完成相关的测试。目前已经有企业开始
在部分地区自行建立观测站，为其CSP项目前期做准备。

塔式、槽式、碟式、菲涅尔式这几种模式在世界先进
技术中已经分别实现了商业化、规模化、中试、示范这几
个不同的阶段，而在中国则分别处于示范、中试、试验、
试验阶段。从产业链上看，在原材料方面，大部分产品都
能实现自产，但安全稳定的高温导热油还需要进口。如膜
层材料、玻璃反射涂层、特种玻璃、熔盐等已经具备了商

——中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CSP报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产业政策研究报告》已经提交至中国国家能源局，未来CSP产
业的发展关键就要看政府部门能否出台合理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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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运营的本土采购需求。但就成品来说，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如定日镜、槽式聚光器、传动设施、塔式吸热器等
已经具备了商业应用的技术储备，但槽式真空集热管、储
热技术、油/水换热器、油/盐换热器、盐/水换热器等领域
与国外领先技术还有5-10年的差距。

与国外技术差距最大、也是最核心的内容，便是系统
集成领域的差距。报告在分析了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后得
出，这方面与国外成熟技术的差距为20年。最早的塔式试
验电站1980年在意大利建成，第一个商业化的电站是2007
年在西班牙建成，而中国的试验电站在2012年才落成，
示范电站在2013年初才投产。槽式方面，SEGS的9座电站
在1984-1991年就陆续投产了，而至今中国尚未有一座建
成，第一个大规模的项目最早也要在2015年才能完成建
设。

王志峰表示，“在系统集成中，电站运行技术尤其重
要，通过运行经验来获得电站设计、设备采购、工程中
的参数反馈。也只有积累了运行经验后才能获得电站的材
料、零部件、装备的设计要求。”

克林顿基金会牵头为中国CSP产业描述了一个战略布
局构想。首先是建立中大型CSP基地，包括大型电站、设
备制造及相关服务业。园区选择不仅要考虑光照资源，还
要包括足够的土地面积(5GW需要约200英亩的土地)，并
网便利、土地坡度小、合理的植被及土壤条件、地理和气
候影响风险小，以及当地能源需求和电网峰值情况等。该
专题的编制小组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杭锦旗清洁能源园
区进行了考察，该园区包括风电、光伏发电、热发电、生
物质发电以及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形式。目前大唐中标的
50MW槽式特许权项目以及中电投华北分公司的50MW项
目都在该园区内落地。编制人员设想，在电站基础上进行
延伸，包括制造企业的落户并设立独立功能示范区、形成
与光伏、风电互补的调峰基地，甚至可以建立热发电电热
联供系统。

如果没有合理政策支持下的市场，这样的布局设想将
很难实现。

政策破茧

截至2012年底，全球CSP电站装机已达2GW，在建项
目超过2.5GW；而中国目前装机不超过20MW，在建项目
不超过200MW。受发电成本影响，全球CSP装机规模远远
小于光伏和风电。该报告指出，政策瓶颈是CSP产业发展受
到限制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主要来
自国家的资金支持，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转换最终需要企
业来完成；而企业的科研经费虽可以通过国家科研资金来
解决一部分，但最主要的还是企业内部解决。如果企业投
入了大量资金进行研发，而市场规模却不足以支撑产品、
技术商业化的回报，会反过来延缓技术商业化的速度。此

外，商业投资行为也会因为产业政策环境不良而受到阻碍。
该报告用了大量篇幅探讨完善、合理政策的制定。报

告认为中国CSP投资环境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电价政策没
有出台、热发电电站的审批流程无序、电网协调的审批机
制、土地政策不明确。

补贴电价是政策的核心，该报告指出，目前出台统一
上网电价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主要原因是目前还没有投
运达到一定时间的商业化电站提供数据参考，技术也没有
得到验证，难以预算合理的上网电价。编制组建议选取几
个代表性的示范项目，包括槽式、塔式、CSP与燃气联合发
电、CSP与煤电联合发电等不同的类型，根据成本加合理利
润的原则，给予较优惠的电价。经过1—2轮的示范后，逐
步建立产品供应体系、设计运行维护规程等，再出台系统
的电价政策，推动CSP的规模化发展。

对于CSP发电的可行性，克林顿基金辉牵头以中国
50MW槽式电站为案例，对其平均化度电成本(LCOE)进
行模拟分析。这项工作考虑了电站初投资、运维和融资成
本。电工所、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电力规划设计
总院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了所需的数据。在该案例下，
初投资总额约为14.56亿人民币，单位造价为29.1元/瓦；
电站运维每年花费约2216万。这座理论上带4小时储热、
运行25年的电站放在鄂尔多斯(DNI为1990kWh)的话，
年发电量可达1.38亿千瓦时，其中10%发电量将用于厂用
电，因此年并网量可达1.24亿千瓦时。融资方面，如果按
照30%自有资金、70%贷款的方式，利率与其它新能源项
目相同为5.895%。在考虑了其他的基础数据如税务、加速
折旧(通货膨胀暂不考虑)后，基础情形下，要达到8%的资
本金收益率，LCOE应为1.38元/千瓦时。如果将LCOE设
定为1元/千瓦时，反推回去，电站的一次性投资需要下降
31%。

该报告还对上述模型做了一些参数调整后的分析：如
果厂用电采用市电(按当地0.451元/千瓦时)，LCOE可下降
7.3%，至1.28元/千瓦时；如果贷款利率下降至2.5%(世界
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有条件优惠贷款利率)，LCOE可下降
18%，至1.12元/千瓦时；如果增值税全免，LCOE可降低
9.4%，达1.25元/千瓦时；土地征用和使用费用约占总投资
的3.6%，如果这部分全免，LCOE还可下降3.2%，至1.33
元/千瓦时。如果把上述扶持手段全部集中在一起，最终
LCOE可达到0.9元/千瓦时，低于目前光伏的1元/千瓦时的
电价。

最终，报告就电价形成机制提出了两种计算方法：固
定电价=专家计算电价+运营后亏损补贴；固定电价=低电价
权重特许权招标+运营后亏损补贴。

事实上，中国相关政府部门还没有出台任何针对CSP发
电的特殊优惠政策，如果要推动中国CSP产业的发展，一系
列的产业政策是必须的前提。这份完善的报告能否为政府
部门提供有效的决策还有待进一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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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

焦点订单：梅耶博格向英国企业出
售组件装配线 

英国光伏制造企业S u n s o l a r 
Energy向梅耶博格订购了一条自动
化、一体化组件装配线。该订单包括
组件层压、电池连接、操控、性能测
试以及快速认证技术，最初的年产量
达35MW。

梅耶博格表示，预计该设备将于
2013年9月底交付，Sunsolar Energy
于2013年11月开始生产。Sunsolar 
Energy基于市场需求，日前计划每年新
增75MW的设备来进行生产。

天合光能为Ikaros Solar提供7MW光
伏组件

组件制造商天合光能就英国一个
大型农业项目向安装商Ikaros Solar提
供7MW光伏组件。该安装项目计划建
于阿宾顿Goose Willow农场。预计将
启用24000个天合光能组件，占地面
积二十五公顷，装机容量达11.5MW。

Ikaros Solar是一家合资光伏供
应商和安装商，在2009年由比利时
Ikaros Solar NV/BV启动，聚焦于英国
市场。天合光能在英国和德国市场频
频出手，预计2013年英国市场将占其
收入的12%。

美洲地区

SolarCity拟为夏威夷美军基地提供
12.8MW太阳能  

继加州太阳能安装商SolarCity同意
向新墨西哥州美国空军基地提供3.4MW
太阳能发电系统以来，该第三方所有租
赁公司还同意在夏威夷美国军事基地安
装12.8MW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SolarCi ty将为由Island Pa lm 
Communities运营及所有的家庭提供电
力，Island Palm Communities是由澳

大利亚注册的国际物业和基础设施开发
商Lend Lease与美国军方合作的项目。

SolarCity已推出SolarStrong倡
议，一个为期五年的计划，为多达十二
万户美国军属住宅提供太阳能项目的电
力，价值超过十亿美元。

该公司已经在德克萨斯州、新墨
西哥州、珍珠港-希卡姆、洛杉矶和科
罗拉多州建设安装项目，新的电站将增
添加到夏威夷海军基地和Navy Region 
Hawaii的安装项目中。这在一定程度上
协助国防部实现其到2025年能源需求
的25%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项目涉
及的约2.2万户家庭已经启动，包括在
夏威夷的开发项目，其将为约7500户
家庭提供电力。

夏威夷岛目前能源需求的75%依赖
于石油进口。

亚洲地区

焦点订单：韩华Q CELLS拟为住友
日本项目提供60MW组件  

该供应协议为60MW或超过23.5万个
Q.PRO G3组件

光伏项目开发商住友(Sumitomo)与
EPC公司NTT将在日本北九州、苫小牧
和Saizo建设的项目中启用韩华Q CELLS
最新的高性能“Q.PRO G3”组件。

该供应协议为6 0MW或超过
23.5万个Q.PRO G3组件，功率为
245Wp、255Wp和260Wp。

韩华Q CELLS日本负责人Jong Seo 
Kim表示：“日本正在继续通过建设太阳
能发电站，对太阳能进行大规模投资。韩

华Q CELLS被获选为三座电站的光伏组件
供应商，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产品的一流品
质，其结合了高产量及顶级的可靠性。”

昱辉阳光与Silicon Bank签署12MW
光伏组件协议

昱辉阳光(ReneSola)宣布，与日本
Silicon Bank签署了一份12MW光伏组
件协议。

该日本半导体商品交易商最初预定
约48,000个250W单晶硅组件，将在今
年八月和九月间交付。Silicon Bank将
这些组件用于一系列屋顶和地面项目。
昱辉阳光声称，“在不远的将来”，将再
向Silicon Bank出货20MW光伏组件。

在著名的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光
伏组件制造商评级系统中，昱辉阳光在
已被升级至“Tier 1” (一级)。

非洲及东欧地区

晶澳太阳能与保威新能源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南非太阳能市场

晶澳太阳能与保威新能源公司签订
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拓南非和其他
非洲大陆国家的光伏市场。经协商双方一
致达成共识，签署以下战略合作协议：

1. 保威在南非第二轮，第三轮项
目投标中，把晶澳列为组件供应商。

2. 保威和晶澳携手为南非中标客
户，电站开发商提供本地化方案，提高
本地化比例。

3. 保威和晶澳合作设计商业屋顶
方案，并在南非市场推广，双方共同开
发适合南非市场的配套产品。

保威在南非博克斯堡和德班建立了
太阳能跟踪器和固定支架的生产基地，
位于伊丽莎白港库哈工业区的组件和其
他相关产品生产线也即将投产，与当地
项目投资者有良好的业务往来，行业内
建立起强大的网络，而且获得了BBBEE
资质(第4级)。此次保威与晶澳的合作将
用富有建设性的方式以最佳的成本为客
户提供一站式的太阳能电站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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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建设背后：隐裂的材料风险

文/肖蓓

欧洲某太阳能电站，一位电站业主走到电站边缘，惊讶
地看着自己为建造太阳能电站采购回来的组件，背面从明晃
晃的银白色，变成了大片大片的淡黄色，远远望去，像极了
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然而，此刻的向日葵却让人高兴不起
来，反而让人感到了恐惧。好端端的组件怎么变了颜色？

业主找来组件供应商，组件供应商解释：“这是正常现
象，就像人晒太阳久了，即便擦了防晒霜，还是会变黑。”

然而，再怎么解释也掩盖不住业主的担忧，组件供应
商将黄变严重的一批组件进行了撤换。尽管如此，隐患埋在
了电站运营商的心里，事后，他找来鉴定专家，对黄变严重
的组件进行分析评估，发现了一个惊人问题：这些组件的黄
变，跟一个关键的封装材料－背板，有密切关系。

“往往一块组件出现黄变，一方面意味着它的透光
率开始降低，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开裂的前兆。”霍尼韦尔
Honeywell光伏背板事业部经理李大松阐述道。

“背板黄变是一个业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多发生在光照
比较强的地方，比如西班牙，使用了不抗紫外的EVA及不抗
紫外的背板，长时间会导致背板的加速老化，从而黄变，对
组件使用寿命产生影响。”航天机电产品经理魏屹东曾到欧洲
各国的电站进行考察，他表示，不止一家运行商，基本上每
家公司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杜邦公司光伏解决方案全球市场总监
Conrad Burke直言不讳地发出警示：“背板对于组件保护与
使用年限扮演关键角色，它是组件与环境之间的电气绝缘
体。背板失效可能导致重大灾难、无预警电力衰减并危及
安全。如此巨大冲击可能损害品牌声誉甚至人身安全，需
要引起足够重视。” 

确保组件及电站安全

与人一样，组件也需要对抗紫外、抗老化。它需要减少
光老化衰减，保持25年使用寿命。如果要用“防晒霜”做比
喻，那么光伏背板就如同组件的防晒霜，背板性能的好坏决
定组件抗紫外与曝晒的能力。

众所周知，大部分光伏组件长期暴露在户外，紫外光、
水汽、高低温、化学气体、风沙等各种外部环境都会使组件
受到影响，这是对组件部件、材料以及制造质量的考验。作
为组件最外面保护层的背板，需要对此肩负更多的责任，因
此背板需要综合多种性能。

杜邦Conrad Burke向《PV-Tech PRO》表示：“为了保护
组件达25年，背板必须具有三个关键特性：耐候性、机械强
度和黏着力，同时要兼顾这三个特性的最佳平衡。”

“其中，耐候性主要包括抗紫外、耐水解、高低温(昼
夜温差)、风沙磨损等，它帮助组件适用于全球不同的地域及
气候环境。比如在风沙大、气温高的沙漠地区，好的背板可

以经受风沙及外部尖锐器械的物理磨损；在一些容易发生火
灾的地方，以氟膜为基础的背板可以帮助防火，减少安全隐
患。”Honeywell李大松解释。

肯博Krempel公司技术顾问吴立补充表示：“好的背板保
护电池片不受环境影响从而高效发电，并始终起到绝缘保护
作用。”

背板对组件内部的电池、EVA等起到保护作用。一款质优
的背板不仅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还有一个关键作用－绝缘。
如果一款背板的阻隔性差，那么其水汽透过率会比较高，不能
阻隔外来的恶劣因素，会导致外部的水汽进入到组件里，加速
EVA的降解和导电材料的腐蚀，电池性能的衰减，组件功率下
降，时间长了还将引发漏电。这不仅对组件发电量产生影响，
同时也会形成触电危险。另外，根据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背板
透水率过高可能会加速组件PID或闪电纹现象的形成。

对于由组件阵列组合发电的太阳能电站而言，这些都
是隐患。电站运营商采购并使用这样的组件，初期投入成
本得到控制降低，但后期运营维护成本将不断推高，同时
发电量未必能获得保障，而采用质量好且经过长期实际验
证的背板可以减少组件失效风险和长期保持组件高功率，
有些甚至有助于提升组件转换效率，如Honeywell开发的
PowerShield™Cool Black就以此为目标。

认知背板：材料是关键

背板的质量由其中关键材料决定，有意思的是，背板同
样以所使用的材料结构而进行分类。

杜邦公司将背板分为三大基本类型：双层氟材料、单层
氟材料以及非含氟材料，并告知每种类型中又有多种结构。
市场上将杜邦的分类通俗地分为两类：含氟类与不含氟类。

然而，Honeywell李大松表示：“由于近两年成本压缩的
厉害，现在背板公司在向组件企业解释是否含氟的问题上，
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因为哪怕只有少量氟塑料，也可以解释
为含氟。现在一些涂层背板也称其含氟，但是含氟量具体占
比不得而知。”

在综合各家所言后，本刊将背板分为三大类：
第 一 类 是 传 统 的 以 氟 膜 为 基 础 的 复 合 型 背 板 ( 如
TPT、TPE、KPK、KPE、单面THV)，第二类PET为基础的非
氟背板，第三类为氟涂层背板(coating)以及其他新型材料。 

其中第一种是经受过行业考验，生产及使用最早也是
较稳定传统的背板产品，具有代表性的材料/背板供应商
有杜邦、台虹科技、3M、阿科玛、Honeywell以及日本东
洋，国内主要代表企业为赛伍。值得注意的是，杜邦、阿
科玛并不生产背板，而是生产其中的关键材料，杜邦拥有
其品牌氟膜产品Tedlar®PVF薄膜，阿科玛提供Kynar®PVDF
膜。Honeywell与3M则涉足氟膜整条产业链，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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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主要背板种类及部分代表性材料供应商，各家产品质量不一

背板类型 材料结构 企业 角色 价格

第一类

以氟膜为基础的复合
型背板

双面含氟
① TPT 
Tedlar®PVF/PET/
Tedlar®PVF

② 双面PVDF 
PVDF/PET/PVDF 
(如KPK™)
 
单面含氟
① TPE 
Tedlar®PVF/PET/
Tie 
Layer
 
② 单面PVDF 
PVDF/PET/ Tie 
Layer 
(如KPE™)
 
③  单面ECTFE 
ECTFE/PET/ Tie 
Layer

 
④ 单面THV 
THV/PET/EVA 
⋯⋯

杜邦
DuPont

氟膜供应商，唯一的
Tedlar® PVF聚氟乙烯
薄膜供应商，由台虹
(Tailflex Solmate®)、
SFC、肯博等公司购买
做加工复合背板
(其中T指杜邦™ 
Tedlar®，杜邦指出只
有使用杜邦™Tedlar® 
PVF薄膜背板才是真正
的TPT，TPE背板)

高

同类型之间价格上下
波动5%-10%

不同供应商之间产品
性能存在差异

阿科玛
Arkema

氟膜供应商，提
供Kynar®PVDF氟
膜，KPK™中K指
Arkema Kynar® PVDF

霍尼韦尔
Honeywell

氟膜整条产业
链(Honeywell 
PowerShield®ECTFE
氟膜、背板)

日本东洋铝业
Toyo Aluminium K.K.

背板供应商，外购
PVDF膜

3M
氟膜及背板(THV)，
现有出售少量不含氟
背板

肯博
Krempel

背板供应商，外购
Arkema和DuPont薄膜

依索沃尔塔
Isovoltaic

最初做氟膜为基础的
背板，后转做其他
材料

赛伍 
Cybrid

背板供应商，新近推
出KPF背板，氟膜购自
Arkema及SKC(赛伍表
示可多项选择，包括
PVF)，销售少量PET
型背板

乐凯
Lucky Films

背板供应商，外购
氟膜

第二类
基于PET/部分PET非
氟背板

PET聚酯背板
PET/PET/Tie Layer
HPET耐水解聚酯
HPET/HPET/Tie 
Layer

康维明
Coveme 背板供应商，外购PET 中等

价格有波动东丽
Toray

材料供应商，提供PET
及背板

第三类

Coating-base及其他
背板

Coating/PET/Coating 
(中来和联合新材采用
FEVE; LG采用PVDF)
Coating/PET/Tie 
layer (Fujifilm)

苏州中来
Jolywood 背板供应商

较低
联合新材
UMTechnologies 背板供应商(HFF)

日本富士
Fujifilm 背板供应商 中等

韩国LG
LG 背板供应商 较低

PA/PA/PA尼龙结构及
其他新型材料

依索沃尔塔
Isovoltaic 背板供应商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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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氟膜？
“因为品质好的氟膜可以经受住外部的紫外线老化，紫

外对其影响不大，耐候性很好。背板产品能不能耐25年，其
关键材料的分子结构就决定了他是否具备这个能力。氟膜经
高温熔融，由高分子形成一整张膜，致密性很好，机械强度
较高，不易被破坏。与PET粘接后，即使在使用中有部分脱
胶，表面的薄膜仍然完整，仍能保护内部的PET层。”浙江大
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出身的李大松表示，即便从微观层面分析
氟膜的结构及性能，他同样有信心。

对于近两年使用量逐步上升的第二类PET非氟背板，李
大松指出：“事实上，PET早期对产品的质保是10-15年，而
且是针对屋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缓和一些，应用环境不太
苛刻。后来PET材料生产厂商通过对PET进行一些改进如在
其中加入一些抗紫外剂等，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紫外伤害，但
它本身并不能改变聚酯材料的本质。如今日本对组件的补贴
年限延长至20年，这让很多日本组件厂商也开始改变对背板
的选择。”

此前有报道称PET非氟背板在紫外老化后发黄，存在脱
层开裂风险。然而第二类背板代表企业日本东丽Toray、康
维明Coveme提出了异议，他们表示PET背板成本较低，易加
工处理，层间粘合度高，外观问题少。

在一个问题上，复合型背板与PET非氟背板供应商观点
出现一致，他们将问题抛给了氟涂层背板：“现在的FEVE涂
层背板，经化学交联形成，相对尖锐的机械形态甚至硬币
就容易致其脱落，耐磨性能也很差，不适合风沙较大的西
部电站应用。不是所有材料能够承担这个角色。FEVE涂料
在PET表面形成涂层机械强度低，热胀冷缩会让塑料材料裂
开，在潮湿温差又大的地方，背板很容易脱落开裂。一旦开
裂，涂料就会从PET表面脱落或水汽渗入而失去保护作用，
而且涂料在涂布过程中非常容易形成针孔而使水汽阻隔能力
下降。”

对于上述观点，新近进军光伏产业的日本富士胶片给
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带来一款新的背板产品。富士公司执
行董事后藤佳久介绍，富士新型无胶涂覆强化背板结合了
富士胶片公司用于胶卷的两个原创核心技术，一是强化PET
基膜制造技术，二是无胶型涂布精密成型技术。他表示： 
“新型背板首次通过美国UL公司认证的具有长期极限使用
最高温度(RTI值为130℃)的250微米厚的强化PET(耐水解
PET)用于背板中间层，不用胶黏剂。”相比传统复合型TPE
背板，他们认为其优势集中体现在经过加速老化试验后，
依然维持原有发电效率、原有水蒸气透过率、原有击穿电
压等高耐候性与安全性。

江苏赛拉弗公司使用了富士公司的新型背板，CTO金鹏
表示，过去一年时间里公司试验了多种背板，最后选择富士
后生产的组件出货到欧洲地区，截至目前约有几十MW。

说起氟涂层背板，它的开发与兴起跟整个市场局势息
息相关，在前几年光伏市场很好的时候，由于国内对光伏

背板的需求旺盛，使得氟膜的供应一度紧张，特别是杜邦的
Tedlar® PVF膜，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抓住这一波发展
高潮，国内企业开发了一种新型背板，不用氟膜，而是用涂
料直接涂覆到PET薄膜上。这样材质的背板降低了门槛及价
格，在材料短缺又有价格优势的前提下，市场被打开。目前
苏州中来、联合新材是氟涂型背板的主要供应商代表。

怎样的标准与测试更具意义？

业内关于上述哪一类背板产品性能最优虽有一定界定，
但这个界定目前正逐渐变得含糊，每一类背板都有生产商，
都有其拥护者，都试图说服客户相信并使用他们的产品，由
于没有标准及公认统一测试，为所有背板产品提供了发展的
温床。

根据户外环境的实际情况，对背板大致形成了六个方面
的测试需求：紫外、温度、湿气、环境腐蚀、电气绝缘以及
物理保护。据了解，目前国际标准停留在几年前的阶段，跟
不上当前对背板的要求，背板的测试多与组件测试放在一起
进行，现在针对背板的标准是IEC61730，而测试中只做局
部放电测试。

为了体现品牌背板的性能优势，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单
项测试、强化测试等。“业内也有认证机构的测试，但测试
方法不统一，过分宣传单一性能指标；新背板公司不断推
出产品，但具有长期室外使用经历的背板只有1-2种。目
前Krempel公司在领导IEC背板规范制定。”肯博吴立告诉
《PV-Tech PRO》，对于背板标准的制定不是一家在期待，但
这个过程因为涉及到各方利益而显得漫长且难产。

“有些新进入公司通过几倍IEC的测试认证来强调自身产品
的优势，关键是，这些认证是否有意义？有些称为加速老化试
验，以PCT60-90hr(121℃/100%/2atm)条件为例，121℃并非
户外老化机理，堪称破坏性测试。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极端
单项条件下破坏产品，而是在接近户外与模拟实际使用环境的
情况条件下进行测设，才符合寿命老化测试要求，这是现在认
证测试中所缺的重要一环。”杜邦(中国)研发技术中心服务经理
付波博士指出，“现在的背板认证测试对湿热老化要求过度而紫
外老化标准过低，而背板的湿热时间不需要这么长，1000小时
已经足够，美国NREL实验室对此进行过模型研究。”

付波表示，“未来背板测试标准有如下一些发展趋势： 
1)长期光热老化测试，如一般沙漠条件下背板25年会接受
275kWh/m2紫外曝晒，而一般温和环境也达171kWh/m2，
这类测试能更好的检测出一些不耐紫外光热老化的材料，暴
露其黄变开裂的潜在风险；2)综合老化测试，对背板材料同
时进行紫外与温湿度多应力老化，更接近户外实际老化过
程，使材料老化不光停留在材料表面；3)序列老化测试，如
组件背面的紫外曝晒再冷热循环，可以更好模拟背板在户外
老化后耐受昼夜和季节温差变化所产生应力的影响；4)应用
环境加项测试，如落砂磨损(西部电站)，耐化学品腐蚀(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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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牲畜大棚，工业城市等)。”
在苏州赛伍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小平看来，目前

的背板测试不仅为背板企业提供了温床也为组件厂找到了借
口：“由于缺乏对材料可靠性原理的认知和创新能力，只要背
板能通过测试标准，那么组件厂就有了不需要被追究的理由
而大胆使用危险的背板，但目前的测试方法是不完备的。有
机物工业材料的可靠性分析和判断，历来难以用一种固化了
的测试方法作决定性的判断，应该是‘测试结构+从分子结
构和交联体系的理论分析+实绩’这三位一体的综合方式作
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吴小平表示目前赛伍参与了背板国标
的制定，预计国标将于2013年年底可以出来。

另外，现在的IEC认证测试缺少紫外老化和耐候性测
试，比如IEC认证测试的紫外剂量只相当于户外70天内的曝
晒，同时也未要求对组件背面做紫外测试。为了尽快解决这
一问题，目前肯博、杜邦等材料供应商正在就背板商讨更新
IEC标准，但IEC标准的更新制定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需要企业自觉。

技术路线决定成本

因为无统一标准以及混乱测试，光伏背板成为众多被
外资垄断的高端材料中，率先被国产军团撕开一个缺口的环

节，这个撕开的口为氟涂层背板。因为国产化，最近几年市
场竞争走向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既有国际一流材料供应
商，同时中国国内也涌现出了大大小小几十家背板公司。

所有公司生产的背板，其选用的材料及结构都有差异，
使得市场上充斥着各种背板产品。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背板
市场逐渐变得混乱，最突出表现为价格的混乱，据了解国
内的背板厂家价格混战非常剧烈，价格从10RMB/m2到50 
RMB/m2不等。其次，质量参差不齐，背板虽然被打开了缺
口，但真正意义上背板的关键材料核心技术门槛高，并不是
所有企业都能掌握，且大部分为国际材料供应商垄断。

为什么有些价格低有些价格高？
技术路线决定成本，每一种类型的背板都有价格差别，

比如第一类以氟膜为基础的背板价格最高，比PET背板价格
高出10-15%，且每一同类型背板中价格也不一样，而氟涂层
背板价格又相对较低，有些新型材料还处于试验阶段也被使
用。三种类型的背板将价格区分为三个等级，而每个等级之
间也有价格差异，这样一来，成本的差距被拉大。在成本压
力下最近一年氟膜背板价格也出现大幅下降，许多制造厂家
采用的方法是降低膜厚，有些减膜出现在不合理范畴内，对
背板质量产生很大影响。

“即便我们不赚钱也做不到氟涂层背板的价格。”来自第

  

图一：杜邦建议的光伏背板的评估测试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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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背板企业均表示正承受市场价格压力。面对市场环境处
于成本当道又低迷的窘况，杜邦表示对保护组件关键材料的
质量仍不容忽视，且全球的光伏产业参与者都应该对此有所
警觉，因为质量将是决定光伏产业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素。除了受到价格冲击，近年来多家公司开始尝试使用其
它氟材料薄膜来替代PVF膜，如聚偏氟乙烯(PVDF)、乙烯与
三氟氯乙烯共聚物(ECTFE)以及国产氟膜等，这些增大了背
板公司的选择空间。

“我不赞同以减法的方式降低成本，现在整个行业都
在竞赛减法，‘白色家电化’趋势是一个恶性循环。”赛伍
吴小平表示，应以技术革新实现降本，并提到赛伍开发的
Flursoskin®技术(氟皮膜®)，对KPE进行产品升级，通过用
氟皮膜解决E膜的劣势来实现产品质量提升及成本降低，回
归双面含氟复合型背板KPF。吴小平向《PV-Tech PRO》介
绍，E膜是赛伍公司2010年首创技术并获得专利，其KPE背
板第一家使用于天合光能，此后其他背板公司开始跟进。但
在使用中发现了问题，E膜是软化点只有90℃左右、120℃
左右熔点的热塑性聚乙烯类薄膜，存在隐患，首先是其热塑
性，在组件层压时易产生收缩力，使电池片应力积蓄；其次
耐紫外性差、易老化，老化后粉化导致耐局放失效，同时E
膜还是隔热材料，背板除了基本功能外，需要散热，这些
都使E膜无法长期承担保护及使用的角色，需要改进。他表
示，KPF是未来背板的一个趋势，将开创One KPF时代，回
归简单化的高可靠性。

国产背板中除了赛伍、海优威等，近期国内还有一家
江苏金瑞晨新材料公司开始了背板的生产，其FPE背膜日前
通过CPVT(国家光伏质检中心)测试试验。据了解金瑞晨背
板定位为以氟材料为基础的复合型背板，采用日本吴羽化学
(KUREHA)的PVDF材料作为含氟耐候层，吴羽化学PVDF材料
有近30年应用历史。

Lux Research市场调研公司表示，目前晶硅组件的材料
需求是最大的市场机遇，预计其在2018年可增至238亿美
元。诸如背板、非EVA封装、金属涂料和组件玻璃的防反射
涂层等材料则具有创新机遇并且是产品使用质量的基石。正
是这种市场机遇吸引越来越多材料供应商，如富士胶片等也
进入了太阳能产业，新进入者将进一步搅动这个细分供应链
产业市场，需要引起下游组件厂商及电站运营商的注意。

令人惊讶的背板使用情况

背板的多元化发展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下游，面对众多背
板材料供应，组件企业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一些让
人惊讶的发现。

第一家让人感到意外的公司是韩国一家大型光伏上市公
司，他们的组件选择了大部分使用第三类氟涂层背板，是中
国苏州中来(Jolywood)公司的最大客户。

第二家倍感意外的公司是来自中国江西一家知名光伏上

市公司，他们是Isovoltaic的最大客户之一，据多家背板材料
商透露，该公司使用Isovoltaic背板有接近三年时间。当然，
其也有其他背板供应商，背板类型选用比较广泛。

Isovoltaic于6月表示，由于2013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明
显高于预期，使得公司提高了欧洲和亚洲的工厂的利用
率并实施多班运转。公司将在中国扩大生产，运营新工厂
ISOVOLTAIC(苏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工厂将于今年秋投
入使用，Isovoltaic是承认需求提高的首批材料供应商之一。

第三家有点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公司是尚德电
力，尽管如今面对众多外债、面临破产重组的命运，但无锡
尚德在生产中一如既往地保持其对原材料的使用传统，优先
第一类复合型背板，让不少背板供应商称赞，只是其现在的
付款能力让尚德以及供应商出现两难。

“这可能与尚德电力是由施正荣博士一手建立并发展有
关，毕竟技术出身，摒弃现在的种种不是，尚德对质量的把
控及对技术的追求是它在全球行业内树立起来的口碑，这一
点是勿容置疑的。”一位背板公司的高层如是说，他表示，尽
管目前他们公司的复合型背板没有进入尚德，但是尚德让他
们看到希望，因为其对一些关键方面的质量把控，不是所有
企业能做到。

据笔者了解，目前主流组件厂如英利、中电、阿特斯、
晶澳、尚德、昱辉阳光、天威、航天机电、向日葵、国电晶
德等基本上大部分选用复合型背板，前两年复合型背板大约
占到市场份额的68%，其次为PET型背板，大约占20%，第
三为氟涂层背板占比7%，其他占比5%。

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受到市场及价格因素的影响，
使用PET型背板的市场占有率明显上升，其他一些大厂如天
合光能、海润光伏、中利腾辉等开始选择使用一部分PET型
非氟背板，氟涂型背板同样如此，而复合型背板市占率则下
降(如图二)。根据组件厂商的反馈，使用什么类型的背板与
他们的组件出货市场有一定关系。同时，不同类型的背板在
一些认证测试中所表现出来的性能并不一样，而有时，正好
某个性能达标是他们所想要的。

  市场份额占比出现变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价
格，近两年国内组件厂家迫于急速降本压力，出现了一种采

  

图二：2011-2012各类型背板市场占有率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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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怪圈，即在缺乏深入研究与了解的情况下，相互打听竞争
对手所用材料和相互比价成了采购材料的依据。前面提到，
三种背板分别有三个阶梯价格，比较下来，复合型背板明显
高于其他类背板，如此，为什么一些质量无法保证、具有风
险的背板能够被采纳，答案显而易见。

25年的风险

通过长期户外曝晒的25年终极考验，真正发挥其最大作
用，并不是所有背板都能成功，文章开头电站出现的情况并
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仅此一例。鉴于目前背板及其他关键
部件、材料的使用情况，可以预见再过几年，户外运行的组
件将出现大规模的问题爆发。

其中，中国西北光伏电站群是一块大试验田，近两年各
种类型各种质量的组件都被运输到这里，成群结队地被铺陈
在荒无人烟的地区。相对背板而言青海地区是最大隐患区之
一，那里紫外强、气候干燥、 风沙大、昼夜温差大，这些条
件直指背板的命门，背板经历几年后随时可能出现开裂，开
裂后的组件没有了防护层的保护，功率衰减、局部漏电、火
灾等隐患发生频率将大大增加，一些温度高的沙漠地区，则
可能上演“火焰山”。

目前已经有电站运营商相当重视这个问题，包括近两年

进入光伏领域的中国五大电力公司开始关注电站质量，他们
对用于中国西部的光伏组件供应商明确表示，其电站指定使
用Tedlar® PVF TPT背板。尽管每平方米的单位价格稍高，
但权衡输出电力及电力衰减程度，经受户外25年考验的背
板，长期来看投资回报仍高于其他。

光伏电站是一项巨额投资且需长期收益回收的长线资本
项目，如同火力、水利、核电发电站一样，它们的零部件和
材料设计都需有很大的余量，每一个环节都严谨且细致，需
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是不同于普通制造业的制造。光伏制造
商不应该在建设之初因为攀比投标价而偷工减料，毫无原则
地将建造电站的关键部件粗制滥造，由这些产品建成的电站
能走多远，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产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在中
国比较常见，但在发达国家几乎没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目前西方担心中国组件及背板企业以失去底线为代价获得或
维持市场份额。

正如PID现象一般，前几年没人关注PID的影响，从去
年开始由电站终端传导至组件、电池及EVA材料供应商，成
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当问题进一步暴露遭受到损失再弥补
为时已晚，对于一座需要保证运行25年的发电站而言，防
患未然更重要。对此，PV-Tech将持续跟进并关注背板材料
在组件中的运用以及终端电站使用情况，另外，下期光伏
背板专题我们将更细致对比各关键材料的优劣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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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规模还是要质量 
   ——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需要新的方向

文/王超

2013年8月，包括中电投、中广核、特变电工、晶科、英
利、天合光能在内的多家一线光伏企业和相关研究所、认证
单位、研究机构在青海西宁共同去探讨如何促进产业的健康
发展。一方面中国光伏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组件质量和
电站质量并不乐观，这两者如何能平衡发展成为行业能否健康
的保证。

产业规模扩大的挑战

虽然欧盟的反倾销已经落定，但中国光伏产业的庞大规
模仍然需要进一步升级。此次杜邦公司与南方周末共同组织
的中国电站高效可靠运营与光伏材料技术研讨会以及中国绿
色产业促进计划中，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成为讨论的重点。

宏观上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微观上企业的规模发展已经
在产生冲突，财政部清洁发展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焦小平
阐释了在财政上如何支持光伏产业，“光伏产业在十年内从
起步到壮大再走向过剩，政府起了很大不利作用，没有用
市场经济对待。政府的政策无非是税收、补贴、贴息以及
一些政府采购等，但要确定政府行为和市场的边界。在中
国光伏行业面前，政府应该要反思该怎样支持一个产业，
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支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主任罗响对政府
涉及新能源的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意见，“此前各种政策比
较混乱，政府多个部门都在涉足新能源的政策制订，我数
了一下一共有18个部门，财政部、科技部、住建部、发
改委、能源局、科技部、商务部等等，这些政策都是碎片
化的，没办法系统起来。虽然补贴额度很大，但补贴错位
了，要对终端环节进行补贴而不是生产环节，越补贴越生
产，就会造成产能过剩。”

而产能过剩的事实已经存在，接下来政府的政策只能
转向产业结构调整。原民生证券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
师、现就职于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的王海生对终端应用市场
进行了分析。下游市场是产业调整的推动力，“20年的补
贴电价下发后，能真正意义上启动光伏电站投资金融化的
平台。”王海生对比了大型地面电站与分布式项目对光伏市
场结构的影响，“大型电站比较适合央企和大型电力集团去
做，而分布式项目中民营资本将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在分
布式中，金融投资和证券化的需求是比较明显的。”

目前涉足光伏发电行业的企业中，电力企业和光伏企
业是两个主要参与方，前者资金较为充足，后者大都是光
伏制造业延伸过来的，这些企业的资金需求较大。王海生
对资金来源做了分析，“一种途径是对电站项目进行证券
化，通过上市或者发债实现，但这主要针对成规模的电

站；第二种方式就是过桥融资模式，这种模式在房地产行
业比较常见，在项目建设期还没有拿到贷款时这是一个不
错的融资渠道；第三种就是融资租赁，美国上市光伏企业
SolarCity就采用了这种模式，但SolarCity的资金成本比较
低，约3%，这在中国难以实现，基本都在8%左右，这就影
响了投资回收期。”王海生的团队将致力于光伏项目的资本
运作，以帮助电站开发商和投资商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

2013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光伏产业出现了新的波
动，主要体现在价格和预付款上。晶科能源副总裁姚峰感
觉到“最近一年整个光伏行业环境慢慢好转，生产也开始
往健康方向发展，当然离健康的状态还很远。”姚峰分析
到，“现在客户质量越来越高，价格相对稳定，不像之前一
直在下滑。客户质量、帐期和价格都比之前要好。”在他看
来，商业生态系统有四点，一是赢利，中国市场主要来自
国企的项目，而他们的招投标往往变为低价中标，低价中
标后又要保证赢利，牺牲的就是质量。姚峰表示，“晶科可
以什么都没有，可以没有客户，没有员工，但要有质量。
现在大批量供货，不可能不出现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证
赢利，还要保证质量，承担相应的责任。”姚峰所说的商业
生态系统中其他三点为优胜劣汰机制、稳定的收益预期和
可持续的发展。姚峰已经感受到优胜劣汰的存在，“去年投
标时经常二、三十家企业竞争，今年投标一般都是3-6家。”
新出台的电价政策则给出了稳定的收益预期。在经过这几
年的合作，姚峰所带领的晶科团队与中广核、三峡新能
源、中电投等合作伙伴建立了稳定的关系，后者的稳定投
资规模也为晶科带来了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负责英利在陕西、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五省市场
的孙会江也体会到市场的变化，他所负责的市场从09年
起一共出售了899MW组件，2010年为58MW，2011年
263MW，2012年278MW。西北市场是英利的重点市场，
为了保证越来越大的出货，英利在兰州设立售后服务站，
以保证24-48小时内完成现场客服。

质量——行业健康的底线

产品和系统的质量是整个光伏产业健康的底线。中广
核太阳能技术经理谢斌深有体会，“我们在2010年开始建设
光伏电站，也经历过2011年下半年的火爆。2011年下半年
为了赶电价，当时中控室还没建好就把电站并网了，那时
的质量是不能保证的。由于赶工，这些项目的故障率都比
较高，所以后期不断整改才把质量控制下来。”谢斌目前负
责的一个项目也要在今年年底并网发电，同样面临冬季施
工的情况，这也直接影响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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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的姚峰同样遇到过这种现状，“2011年要拿到1.15
元/千瓦时电价必须在年底并网，而拿到开工许可时就已经
很晚了，对于业主和投资商来说，在短暂牺牲电站质量和
拿到更高的电价中，肯定会选择后者。”姚峰表示，“质量问
题其实是游戏规则的问题，规则很健康，质量问题也就解
决了。”2013年8月底，新的电价政策出台，2013年之后建
成的电站只能享受0.9或0.95元/千瓦时的电价，而无法再享
受1元的电价，同样今年下半年也会出现抢装现象。

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所的董娴报告了该机构分析户外
使用超过23年的晶硅组件质量情况，这些由美国Solarex
提供的每块标称功率为42.6瓦的组件自1982年制造了以
后，于1986年安装在海南某通信微波站中，截至2008
年，衰减只有6%左右，即使平均功率与原最大功率47瓦
相比能达到84.6%。组件外观缺陷主要为封装材料的老
化、破损，接线盒密封性以及内部二极管的损坏也是问题
之一。

姚峰对中山大学的衰减测试表示惊讶，但他也认同组件
质量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做光伏产品，即使
不衰减6%，10%以内也是能实现的。目前国内光伏行业刚开
始不久，很多组件用了三、四年就出现5%甚至7%以上的衰
减，更严重的会出现10%的衰减或者背板开裂等严重问题。”

作为中国最大的光伏电站投资企业，中电投集团黄
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张俊才分析了度电成本的
影响因素，质量是其中的重点。这家已建成9座电站总计
439MW，在建7座电站647.8MW，总规模达到2002MW
的龙头企业，要求晶硅组件衰减2年内不高于2%，5年内不
高于5%，10年内不高于10%，25年不高于20%，此外不少
于10年的质保期内年故障率不得高于0.01%。但在实际应用
中，还是发现了组件的背板变色、背板损坏以及EVA发黄、
起泡、热斑效应还有接线盒烧损等诸多问题。

以黄河公司格尔木一期200MW电站为例，检测了6
家供应商的组件后发现，平均功率损失为7瓦，按照当地
日均4.3小时利用小时数以及80%的综合效率计算，一期
200MW和二期100MW每年减少的发电量约为1350万千
瓦时。从一批组件的抽检结果看，虽然功率普遍负偏差，
但D厂家功率降低了11.79%，I厂家降低了10.4%，而H厂
家衰减了4%。张俊才表示，“这反映了电池和组件材料选择
以及工艺上的差别。”针对组件功率衰减的状况，黄河公司
要求各供货商进行售后服务，重点排查出现的问题。但有
三个厂家“发生推诿现象，他们表示行业不景气，排查成
本高，违反了合同约定。”张俊才总结到，“组件寿命和效率
是降低度电成本的关键因素，而材料是组件质量的根本保
障。特别是在西部严苛的气候条件下，一定要选择高质量
的辅材、组件才能避免质量问题的大规模发生，从而降低
度电成本。”

作为全球领先的材料供应商，杜邦正在通过综合解决
方案提升光伏组件的可靠性。杜邦光伏氟材料事业部付波
表示，“光伏行业在工艺、技术支持以及产品路线上将更
依赖于材料供应商，组件常出现的质量问题，如封装材料
老化、背板失效脱层、玻璃脱层等，大都与材料相关。”
在Solarbuyer的统计数据中，2012年组件平均次品率不
断上升，2011年发货前检验结果中次品率只有5%左右，
这一数字在2012年中期达到15%-25%。在实际应用中，
温和环境下组件背面25年紫外线总剂量为171kwh/m2，
而热带环境和沙漠环境下该数据分别可达到235和275。付
波表示，不同环境下对背板材料的要求完全不同。目前，
杜邦正与组件厂商进一步加强合作，对不同应用环境的组
件提供差异解决方案，以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控制
成本。杜邦同样还在与政府机构、银行、保险公司、第三
方质检机构等进行沟通，以引起整个行业对质量的重视。

  

图一：大量组件出现问题将为运营维护带来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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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破价格猜想，中国启动对美韩多晶硅 双反

文/肖蓓

在今年年初，PV-Tech每日光伏新闻网曾报道：中国商
务部多晶硅双反初裁结果将于2月20日正式出炉。中国方面
提出多晶硅“双反”的申诉企业由江苏中能硅业、江西赛维
LDK、洛阳中硅以及重庆大全新能源四大多晶硅厂商发起，
上述企业期望在最终裁决中，中国商务部能对三个区域多晶
硅厂商裁定征收40%-50%的惩罚性关税。

一时间业内多晶硅股票纷纷上涨，相关分析机构、多晶
硅管理层以及协会专家预测多晶硅价格将迎来回暖，一片上
涨之声。

鉴于此，笔者于新浪微博发出预测六个月后多晶硅价
格的猜想，在该轮预测中，Solarbuzz分析师提出24美元/千
克；中能硅业高层预计22-25美元/千克之间，他认为低点在
于REC的颗粒料，20美元全成本，到中国价格22美元，综合
另外几家国外大厂价格，基本在这个区间。还有比较乐观的
国内多晶厂期望价格升至30美元/千克。

保利协鑫徐州中能硅业副总经理吕锦标当时表
示：“2013年多晶硅价格将有所回升，目前已经有松动，双
反制裁后将更明显，预计到2013年6月多晶硅价格将在25
美元/Kg左右，届时国内几家领先的多晶硅企业都能正常运
转，成本压力减小。”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原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
局原局长王琴华也向《PV-Tech PRO》表示，以中国企业申
请对美韩多晶硅“双反”立案的情形看，初裁结果出示后，
多晶硅价格调整到一个比较能接受的范围将成为一种可能。

跌破所有预期

如今六个月过去，2013年7月多晶硅到了什么价位？根据
海关数据截至2013年6月27日，多晶硅进口均价达到16.64美
元/千克，具体我们可以由一组数据得到答案，如图一、二：

与众人此前的乐观看涨恰恰相反，多晶硅的价格跌出所

有人的预期价，进口均价方面，2013年1-5月中国多晶硅进
口均价为18.33美元/千克，较2012年全年多晶硅进口均价
下滑27.7%。

在此期间，行业内大部分多晶硅企业已经停产，有的企
业甚至已停产两年以上，多家国字号多晶硅厂被出售股份或
母公司业绩被旗下硅业公司所拖累。目前仅有四家具有竞争
力的企业在低负荷维持生产，但是都已连续一年以上的大额
亏损经营，这让中国的多晶硅企业感到焦虑。

中国多晶硅厂商将进口硅料的持续倾销及价格下跌归咎
于“双反”裁定的迟迟未果。

事实上，中国多晶硅“双反”提出的时间很早，早在
2012年7月20日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美韩多晶硅反倾销立
案；同年11月1日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
欧盟的太阳能及多晶硅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11月
26日，商务部再次公告表示将对向原产于美国、韩国以及欧
盟的进口太阳能及多晶硅收反倾销税以及对上述多晶硅追溯
征收反补贴税进行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7月4日本是中国商务部发布对
欧美多晶硅“双反”初裁结果的日子，但至今仍没有下文，
类似的时间推移已经不是第一次。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对
国外多晶硅双反的调查工作其实早已完成，只待商务部裁定。

虽然上游多晶硅企业在积极游说推动“双反”的进程，
但下游的电池、组件企业对上游的举动并不赞同。据笔者了
解，下游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普遍不希望上游多晶硅提
价以及“双反”，多晶硅价格上涨势必会给下游的成本造成压
力，这对于遭受降本压力的他们而言，届时又会受到两端(硅
料与终端电站)的价格挤压，利润将进一步收缩。这里面充满
了上下游的矛盾，商务部需要一个平衡及一个满足整个产业
链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法，然而这个方法并不容易取得，这被
认为造成多晶硅“双反”难产的原因之一。

图一：2012和2013年多晶硅进口量及进口均价示意图
数据来源：海关

图二：2012年和2013年从韩、美、德进口多晶硅单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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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反 下利好不明显

在众人认为中国不会挥出多晶硅“双反”大棒之时，7
月18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公布了对来自美国和韩国进
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的初裁决定，其中认定美国公
司的倾销额度在53.3%到57%，而韩国公司在2.4%到48.7%
之间。

初裁认定在案件调查期内，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
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存在倾销，中国国内多晶硅产业受到实
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调查结
果，商务部决定自2013年7月24日起，对来自美国和韩国
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采取征收保证金临时反倾销措施。
进口经营者在进口上述来源的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初裁
决定所确定的倾销幅度向中国海关提交相应的保证金(详情
见表一)。

 初裁消息公布后，引起业内不同的观点与声音，不少投
资者纷纷增持大全新能源、保利协鑫等多晶硅股票，相信多
晶硅双反初裁将给国内多晶硅厂商带来一定利好，然而多晶
硅股票在短时间出现大涨后马上回落，尤以大全新能源表现
明显。

几家国内多晶硅大厂高层对此份初裁感到并不满足，
认为初裁力量不明显，无法遏制国外的低价倾销。一位业内

分析师赞同此观点，向《PV-Tech PRO》表示其实真正的利
好有限，大家注意到此次双反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方面未对
欧盟多晶硅提出双反初裁；第二方面，初裁结果对于在中国
市场份额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些多晶硅厂商的征税力度偏弱，
尤以韩国多晶硅制造商表现突出，占据中国多晶硅市场接近
30%的OCI株式会社仅被征得2.4%的征税幅度，不足以起到
遏制作用，更无法拉动价格。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新跟踪数据，7月
18日后国内多晶硅主流报价为10.5-13.5万元/吨，均价仍在
此前持续数周的12.3万元/吨左右的水平。而进口多晶硅主流
报价16.25-18.5美元/千克，均价也维持此前的16.63美元/
千克，由此看来之前国内多晶硅制造商期待“双反”回转价
格的希望变得有点渺小。

立案调查一年，三次拖延公布初裁结果，中国对美韩多
晶硅“双反”大棒重重举起，轻轻落下，给中国多晶硅制造
商带来的仅仅是一丝安慰。

寻求更好解决方式

一方面美韩多晶硅“双反”初裁告一段落，另一方面
欧盟与中国的谈判进行得如火如荼。自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
发起“双反”调查以来，双方就解决这一争端在各个层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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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磋商，有人将对欧盟多晶硅的“双反”看做谈判筹码
之一，认为如果此时对欧多晶硅进行“双反”，将不利于欧
方放低对华光伏产品价格，在没有最终结果之前，裁定很难
给出。

专家提出，以“双反”制“双反”的方式只会升级
贸易战，并不是永久解决方式。中国电子材料协会半导
体分会秘书长朱黎辉建议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与国外
产业链完整、具备较强抗风险与抗压能力的多晶硅巨头
Hemlock、REC、Wacker相比，国内多晶硅企业延续了中
国整个基础化工产业的风格，布局不合理、上下游无法合理
配套，产业链难以有效延伸和规划，技术更新跟不上从而造
成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不少多晶硅工厂浪费现象极为严
重。为此，当市场跨步向前价格层层下降时，企业的抗风险
与竞争能力大打折扣，企业产品价格跟不上市场平均售价，
许多企业不得不停产甚至面临即将被淘汰的边缘。

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恰当决策，“双反”事件与政府存在
密切关系，企业较量的背后往往是政府的较量，为了让本国
企业最大程度地减少贸易摩擦，政府也需要研究这些世界经
济规则、贸易法则。美国、欧盟等国家对光伏的扶持政府也

很大力度，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双反”，原因
是什么？

北京环中律师事务所受理了中国多晶硅“双反”案，该
律师事务所贸易救济部律师吴必轩表示：“这跟补贴方式有很
大关系，在国际贸易争端中，补贴应用比补贴制造生产端更
容易避免贸易壁垒。建议政府可采取不同的补贴方式规避贸
易摩擦。”

以美国、欧盟为例，这些国家对光伏产业的补贴政策以
鼓励应用为主，不是鼓励生产制造，他们从应用端对居民、
用户给予补贴，同时采取居民可选择性原则(传统与新能源)， 
并健全他们的终端应用配套，推行之初辅以高补贴，随产业
发展及价格下降后补贴也在逐年降低，而终端市场同时在逐
年推广普及。花费的高额补贴产生了绿色电力、降低了环境
污染，这些国家正努力朝实现可持续能源发展方向迈进。

现在中国的主要光伏生产制造端企业命悬一线，等待欧
美国家“双反”的审判，十年降本营运只为他人做嫁衣，这
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中国政府需要制定适合的鼓励政策，不
是靠拯救单个制造企业来挽救整个行业，而是最终也要受惠
于民，开启国内民众市场，在应用端下功夫启动内需。

  

表一：初裁认定的各公司倾销幅度表

简化环节 具体流程 收费方式

美国  1.REC太阳能级硅有限责任公司 (REC Solar  Grade Silicon LLC) 57%

 2.REC先进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REC Advanced  Silicon Materials LLC) 57%

 3.赫姆洛克半导体公司 (Hemlock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53.3%

 4.MEMC帕萨迪纳有限公司 (MEMC  Pasadena,Inc.) 53.7%

 5.AE Polysilicon  Corporation  57%

 6.其他美国公司(All  Others) 57%

韩国 1.熊津多晶硅有限公司(Woongjin  Polysilicon Co.,Ltd.) 12.3%

 2.OCI株式会社(OCI  Company Ltd.) 2.4%

 3.韩国硅业株式会社 2.8%

 4.KCC Corp. and Korean Advanced  Materials (KAM Corp.) 48.7%

 5.Innovation Silicon Co.,Ltd. 48.7%

 6.其他韩国公司(All Others)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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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系统成本面临光伏价格挤压

MJ Shiao, GTM Research 

不断下跌的组件价格在过去十年里大幅降低了光伏系统
的成本。但是，组件价格是不太可能持续下跌的，开发商已开
始研究其他光伏系统元件以节省更多成本，MJ Shiao表示。

在欧洲正遭遇贸易争端、苦苦挣扎的组件制造供应链和
全球市场需求正迅速转向亚洲市场，美国市场持续稳定增长。
凭借2012年3.4GW的联网光伏装机量，和2013年4.4GW的
预期装机量，美国市场正迈向光伏产业另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
度。联邦和地方政策在为光伏市场提供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但光伏系统价格的大幅下跌——主要由光伏组件价格下跌
而造成——降低了经济型太阳能对补贴水准的需求。

事实上，据SEIA/GTMA市场调研公司近期公布的《美国
太阳能市场观察(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US Solar Market 
Insight Q1 2013 report)显示，美国光伏系统价格从2010
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每瓦6.31美元降至了2013年第一季度的
每瓦3.37美元(详见图一)。这种下跌趋势部分反映出公共事
业领域内的大规模增长，但是住宅和商用系统价格在过去三
年内分别下跌了29%和38%。然而，大部分成本下跌是由于

组件价格的大规模下降——在同一时间段内，组件价格跌幅
高达67%。由于组件供应商受到利润不足的压力和对欧盟贸
易争端的不确定性，短期内的价格下跌空间有限。

在电站系统中，由于光伏发电平衡系统(BOS)元件在项
目成本中所占比例在至少60%——在住宅和商用系统中的比
例则更高——项目开发商目前已将重点放在BOS硬件供应商
和EPC上来降低成本(详见图二)。当整个产业着眼于那些重要
但却并非实体的“软成本”，如客户采购和财务等，通过元
件硬件和设计能够实现的机会仍旧十分巨大。然而，由于每
个单独的元件硬件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很小，并经常含糊不
清，因此，经常使得广泛的成本下调变得十分困难。此外，
由于许多BOS元件是核心商品材料，或对原料商品的依赖性
极强，因此，材料价格的下调并不是十分容易实现的。

系统设计

研究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光伏硬件销售商中常听到的关
于减本的两大主题，其中之一为：研究不同系统元件之间的

图一：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内美国光伏安装价格趋势(按市场分类)。数据来源：SEIA/GTM市场调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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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对总体系统造成的影响，而非仅仅研究各个单独元
件的成本。有些研究趋势，如以较高的系统输出量和较高的
组件效率对成本进行摊薄——不及组件价格溢价——已经存
在了一段时间了。与此相似的是，1000V设备(而非传统的
600V)的使用可在电力系统实现较大的成本下调幅度，但是
由于认证和地方审批等制约因素，很难在商用系统中得到应
用。然而，由于商用系统安装商对降本的渴求，以及硬件销
售商对差异化市场的追求，已然开始为大于1000V的设备在
商用安装领域内的应用做铺垫了。

对于系统总成本下调来说，在系统安装初期，购置
1000V的元件要比600V的元件价格稍高。然而，其所具有
的优势可远远超越硬件费用的增加。更换较高电压元件首先
具有将组件串延长40%的优势，从而还可在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成本节约：

 · 可节约40%布线需求；
 · 可节约40%的接线盒数量；
 · 由于硬件数量减少，从而可大幅降低所需的技工人数。

其中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幅度要取决于所受到的司法管
制和所需的技工类型(比如是否是工会成员等)，而对于一个
500kW的屋顶系统来说，硬件的节省幅度可在每瓦0.03美
元左右。在将劳动力成本考虑在内后，前期元件价格将下降
至与使用600V设备的系统价格几乎相当的水平。

与此相似的是，光伏支架结构经销商正试图通过系统成
本而非硬件成本的下调，来实现市场差异化。由于较低的产
业准入门槛，光伏支架系统的竞争途径受到中欧等外来企业
和相关金属加工产业内各企业在美国市场迅速发展的剧烈冲
击。这种竞争趋势迫使所有细分市场内的支架价格在过去一
年内就下降了10-20%，并在短期内没有显示出上扬趋势。
在支架系统的成本构成中，25-50%来自于商品材料(如铝、
铁等)，这就意味着产品的价格对供应商的生产规模和商品市
场的依赖程度很重。

制造商们通常所采用的方式包括将重点放在可为安装商
输出的价值上。新的设计更为注重安装支架系统所需要的时
间，而不仅仅是硬件材料的成本。特别是当供应商抱怨着希
望能使用较为廉价的工厂劳动力生产预设预制系统，来降低
产品元件数量，从而取代较贵的安装工人成本。

模块化和预制系统的极端，就是系统将组件和支架结构
集成在一起，SunPower、Solon和Zep Solar等公司目前可提
供此类产品。尽管组件集成限制了对组件供应商的选择，但
是这种做法可大幅减少组件安装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劳
动力成本。具体的节约数量根据不同安装商而有所变动，但
是近期SolarCity在其今年第一季度内的营收电话会议上，为
Zep Solar做了最强有力的背书，该公司的首席营运官和首席
技术官Peter Rive将Zep Solar作为突破公司安装成本下调瓶
颈的主要因素。

硬件创新

尽管第一种减本方式仍是提高项目回报率的重要工具，
对第三方产权和基于系统的购电协议的关注也不断增加，从
而将部分重点转至了对整个项目寿命期间的总成本上。在考

图二：2013年美国多晶硅固定倾角公共电力光伏系统成本构成
($/Wdc)。数据来源：GTM市场调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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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减本策略 预期减本幅度 ($/Wdc) 备注

提高组件效率 $0.03/W-$0.05/W 按照15.5%组件效率计算；收益随效率增加而递减

提高系统直流电压 $0.03/W-$0.07/W 以1000V替代600V

分布式逆变器结构设计 $0.01/W-$0.05/W 减少直流BOS数量并降低三相组串逆变器成本

微型逆变器  价格的净增长幅度在长期范围内抵消了分布式优
化和监测的价值

安装直流优化器 $0.03/W - $0.11/W 通过延长组串和提高逆变器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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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这一点之后，在整个产业内起到关键作用的第二个重要
主题则是项目设计和BOS硬件的创新，此种创新可以较低的
前期投入成本降低整个项目的运营风险。这种双赢的模式可
能看起来美好得不真实，但是供应商们已然向市场推出了相
应产品，并承诺可获得更为经济的结果。

由于组件供应商，甚至是逆变器供应商周围充斥着各
种不确定因素，项目元件的银行可贴现能力以及项目的现金
流的重要性被放在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上。尽管投资商可对资
产负债表进行审查，产品和项目的可靠性却是一项难以确定
的问题。在最近出版的一期《纽约时报》中的一篇文章预见
性地使用《太阳能的阴暗面》(Solar Power’s Dark Side)为
标题，文中，领先欧洲监测公司meteocontrol指出，其所监
测的3万套系统中，约有80%表现不佳，而就在同一篇文章
中，其他光伏系统稳定性专家也纷纷表示了对近期成本压力
所带来的冲击表示了关注。

EPC公司SunEdison所公布的数字显示，约有45%的系
统故障可最终归结于光伏逆变器，即有36%的能源流逝是由
于系统表现不佳。为解决这一问题，北美逆变器供应商们
正积极对商用三相组串逆变器进行营销，以提高系统可用
性、降低维护成本(详见图三)。在这一分类下的产品均由各
领先供应商提供，其中包括SMA、Power-One、Advanced 
Energy(通过其对Refusol的收购来实现)、Solectria(通过与正
泰电源建立OEM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SolarEdge等，还有
许多正在等待审批的其他公司。

这些早已在欧洲市场流行的商用系统、分布式商用组串
逆变器具有三重优势：

 ·  可提高系统中最大功率跟踪点(MPPT)的数量，从而更
好地优化系统输出

 · 可针对逆变器故障提高系统可用性
 ·  由于每台逆变器均内置有监测能力，因此可提高系统
的监测密度

此外，分布式建筑科减少直流BOS硬件的使用量，因为
不再存在对直流连接器的需求。对交流连接器的需求部分抵
消了这一点，但是，对中等规模的商用屋顶系统来说，总体
BOS成本节约幅度可达到每瓦0.05美元。除了这一极具吸引
力的优势之外，还有三相组串逆变器的售价低于商用中央逆
变器的反常趋势。商用中央逆变器的平均出厂价格范围在每
瓦0.2-0.5美元之间，而三相组串逆变器供应商则将其价格标

在每瓦0.15-0.19美元，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无变压器
的逆变器设计所带来的低成本。

分布式的最终端则是促进组件级别能源电子设备
(MLPE )——如微型逆变器和直流优化器——进入市
场。MLPE全球出货量在2012年为781MW——相当于2010
年近五倍的数量。微型逆变器的价值定位轻易地将关于三相
组串逆变器的争论升级——关于所增加的MPPT和监测密度
与直流BOS和劳动力成本下降间的比较。当微型逆变器的价
格仍居高不下时，其热情的支持者同时也指出，凭借微型逆
变器模块化的特性，可在运营上实现成本节约，其中包括降
低逆变器的库存量、工程/审批流程和减少订单的变更等。

直流优化器的受欢迎程度在美国仍是远落后于微型逆
变器的，但是该产品仍旧是一种虽然复杂但却不可抗拒的趋
势。凭借直流优化器，每个组件的输出量并不会被优化，
但是整体电压输出量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使得每条
组串上可连接更多逆变器。此外，对光伏阵列电压电流输
出的规划，意味着无需对逆变器进行节流，即可适应较大范
围内的电压和功率等级；因此，逆变器可持续进行“热”运
行。Ampt与KACO之间的合作将中央逆变器的交流功率输
出有550kW提高至650kW，及组串逆变器功率由10kW提
高至了18kW。从而实现了在逆变器领域内每瓦成本的大幅
下降。

尽管上述趋势和创新的发展速度并无法与光伏组件价格
的下降相媲美，但是这些发展为那些急于在竞争更为激烈的
大环境下提高市场需求量的光伏开发商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随着补贴额的下降、2016年ITC(国际贸易委员会)条款即将
过期和静计量之战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逐渐显露苗头，光伏产
业需要更为积极地寻求设计战略，以降低前期投资成本，并
通过除了下调软成本之外的其他途径提高太阳能发电价值。
通过将成本下调与价值提升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光伏产业
在美国的经济吸引力，同时还将为更大范围内对可提高光伏
普及率和电网支持度(如储能等)的各类技术应用做好铺垫。

作者简介

MJ Shiao是GTM市场调研公司的高级太阳能
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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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太阳能的逆变器 变局

文/肖蓓 

步组件后尘，逆变器正成为光伏产业一个新的厮拼环
节。 

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光伏逆变器增长快速，每年保
持2GW净增长；逆变器平均单价下降50%，截至2013年8
月，逆变器在国内招标中出现0.4元/瓦报价，作为曾经继
组件制造商后获得高额利润空间的逆变器，正逐步进入混
战，并被市场迅速“清洗”。 

过去一年时间里，接近200家逆变器制造商被退出或
消失，2012年439家逆变器SNEC参展商，2013年锐减为
只有286家，倒闭、兼并、收购开始发生，即便巨头也受到
考验。赛康Satcon被破产清算；西门子SIEMENS逆变器业
务整体退出；SMA Solar扩大裁员；全球第二大逆变器制造
商Power-One于2013年7月底正式被ABB收购，获得股东批
准后，ABB以每股6.35美元的价格收购Power-One普通股。

这仅仅只是开始，因为市场预留的空间还很大，以中
国为例，阳光电源、特变电工、艾默生、正泰、冠亚、科
诺伟业、南瑞、科士达、山亿新能源、兆伏新能源TOP 10
主流逆变器厂商虽然占据73%的市场份额(如图一)，但除了
阳光电源，各家占比比较均衡分不出高低。相比组件制造
商愈来愈集中的市场产能，逆变器超过22%的其他市场空间
以及各家势均力敌的市场占比势必会将竞争格局整合进行
得更深入。而在这场竞争中，总要有人倒下或起来，关键
是怎么冲出来。

“光伏逆变器企业将会强者更强，弱者退出，活跃在
市场的品牌将会降至个位数，组件企业的发展兴衰规律同

样适用于逆变器企业。”阳光电源副总裁郑桂标如是说。
图表中占比5%市场份额的国电南瑞太阳能(NARI)成为

频繁被提到的一家力图抓住机会的公司，也是《PV-Tech 
PRO》启动逆变器专题着手接触的第一家逆变器生产商，他
是国家电网公司直属产业单位南瑞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醉翁之意不在酒

2011年至2013年，南瑞太阳能每年定期投资一定金
额在逆变器测试线上，但观察南瑞旗下的逆变器产品，并
不十分丰富。根据市场所需，逆变器功率大小分类主要
为单路NARI1KW-TL5KW-TL，NARI10KW-TL、15KW-
TL、17KW-TL以及NARI500TL型光伏并网逆变器等，在南
瑞太阳能整个业务体系中被称为“老三样”。

以单路NARI1KW-TL5KW-TL、双路MPPT：NARI2.5KW-
TLD 5KW-TLD为例，主要针对的是海外市场如德国、澳大
利亚、奥地利、法国、英国等国家，最高效率97.9%，宽电
压输入范围，内置直流开关，显示多国家语言，是南瑞太
阳能出口欧洲的主要逆变器产品。南瑞太阳能每年约超过
200MW逆变器被安装在全球各个市场，其中，中国市场是
重点。

NPD Solarbuzz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在中国光伏市场，大
于250kW功率的逆变器市场份额最大，在2013年二季度占
比高达88%，并保持优势；其次为101-250kW功率型逆变
器；第三位是11-100kW，一些商业屋顶开发商比较倾向选

图一：2012年中国TOP 10逆变器品牌市场占比

数
据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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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11-100kW功率大小的逆变器，且大部分为国外品牌逆变
器；最后很少一部分为小于10kW功率的微型逆变器，微逆
产品在中国目前需求不大。

针对中国市场的特点，中国TOP 10中不少逆变器厂商
将产品线进行了丰富，以增强竞争力。相比而言，南瑞太
阳能进入逆变器市场并不算早，逆变器产品类型也并不丰
富，面对日渐同质化及激烈的市场，仅靠单一产品难以在
竞争中占据有利优势，其5%的市场份额也难以获得大的突
破。

如此，一个酝酿两年的计划在2013年5月孵育出了新
的理念与产品。

转变关键词：一体化解决方案

坦白说，南瑞太阳能并不只是专注逆变器，他的野心
更大。

现在光伏行业流行往终端电站走。
组件制造商、电力公司、支架制造商等都开始涉足电

站业务，有些为形势所迫，终端电站的资金压力、应收账
款风险传导到了自身，不得已而为之。有些则与电力公司
捆绑，联合开发以此稳住市场份额。

逆变器的竞争很大，整合正在加深，不少逆变器制造
商同样走到了终端，除了紧跟形势，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
推手—政策。随着度电补贴的确定，电站业主与逆变器厂
商的合作将贯穿整个25年运营期，双方将捆绑为一个共同
利益体，这对逆变器制造商而言更多一份责任，除了需要
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还将对电站系统的运营与管理做更
多的贡献。

政策推动的还有分布式光伏发电，针对大型地面电站
与分布式，南瑞太阳能推出了预装式一体化逆变站以及分
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接入一体化解决方案。

“南瑞太阳能走的是光伏系统集成一体化解决方案提
供商道路，”南京南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表
示：“现在不论是大型地面电站还是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都
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以及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帮助光伏发电运营商或使用者解决问题、提供方案更具有

图二：南瑞太阳能SmartFace在分布式光伏系统中的运用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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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比如分布式发电接入电网是一个门槛，南瑞运用电
源并网接入领域的研发实力开发了并网接口设备，简化并
梳理了整个并网接入流程。为了能够提供分布式光伏发电
并网接入一体化解决方案，我们筹备了两年时间，最终以
三个系列产品来体现。”

王伟提到的并网接口设备SmartFace分为三个系列，第
一款为针对家用屋顶(30m2-100m2)的Family Face壁挂式
并网接口设备；第二款为针对企事业单位或小型商业屋顶
(300m2-500m2)的CommercialFace-l，以及大型商业屋顶
或建材城(500m2-5000m2)的CommercialFace-ll；第三款
为针对单个工厂或工业园区(屋顶利用面积小于60000m2)
的PlantFace。据介绍，这三款接口设备都具有低成本、
快捷安装便于维护、与电网交互上传信息的功能，其中
PlantFace在运行中接受配网调度系统的调度指令，可以大
量降低二次设备成本，降幅在50%，同时也可以缩短采购及
工程施工周期，至少节省20天。

按照南瑞太阳能的设计思路，SmartFace接口设备被
设置为三个职能，一体化首当其冲，主要体现在集开断保
护、发电量计量、运行信息服务采集与上传于一体，并实
施运行监测(如图二)；其二为系列化，覆盖所有电压等级、
考量了各种容量需求；其三为操作上的考虑以实现傻瓜
式，即插即用型结合快捷安装。

“分布式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千万家的分布式发电
系统如何管理？比如后期结算、监控等。第二是安全可靠
性，比如继电保护、安全检修、隔离个体负荷等需求。”王
伟补充道：“我们考虑问题都是从电网角度出发，所以设计
研发的产品都与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研发接入一体化解
决方案目的在于让分布式发电可以化繁为简，将之前需要
的很多设备(通讯、继电保护、监控等)兼并在一起以便于

管理并实现信息互通。对于小型家庭屋顶系统用户来说，
整个系统只需并网接口设备、逆变器、组件和导线就可以
了，还可以直接接入家里的电脑或手机，省去监控系统及
通讯，整个光伏系统成本可降低20%。”

王伟认为分布式并网接入一体化解决方案是未来一个
新发展动向，中国现在没有其他家与之竞争，目前南瑞太
阳能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在杭州和嘉兴试点中。他希望以后
随着光伏分布式发电的发展，解决方案可以适用于更商业
性、要求更高的其他领域比如金融领域等。

同样，对于大型地面电站，南瑞太阳能设计的预装式
一体化逆变站NSIB1000KB，系统将1MW液冷大功率逆变
器、变压器、交直流柜、高压开关柜、照明系统、监控系统
等设备集成于单个移动房内，整体优化设计，以改善系统电
气性能、效率与发电量。“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增强了系
统的安全可靠性，方便运输和安装，是解决兆瓦级光伏电站
的优良方案。”王伟表示：“相对大型地面电站，分散的分布
式发电所面对的问题跟技术难题会更多，情况也更复杂，对
于南瑞太阳能而言，越是技术难度门槛高一些的领域反而越
具竞争力，也是我们希望抓住的机会。”

南瑞太阳能从逆变器到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延
伸，王伟将其称为一种可行性商业销售模式，通过将企业
的设计、优势产品、特色产品打包，提供一套一体化的解
决方案，如同将一颗颗珍珠串成一副项链，最后卖的是项
链而不是珍珠。 

后记：鉴于目前光伏市场情势，《PV-Tech PRO》将着
手跟进逆变器产品环节，更深入了解逆变器的市场情况，
并将以此展开一系列调研，最后将整体成一份专题新闻报
道，如有相关逆变器企业感兴趣或有相关建议，请与我们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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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3D电池设计飞速发展 

Solar3D公司日前声称其3D电池较此前
的设计拥有一个更广角度的光捕获

Solar3D公司称，在其成型技术中
使用了一个未指明的“较薄”硅片衬
底，使其在2012年宣称的25%的电池
效率提高了10%。该结果尚未得到第三
方的证实。

该公司还声称，其3D电池较此前
的设计拥有一个更广角度的光捕获，
较现有电池设计提高了弱光响应。

Solar3D技术总监Changwan Son
表示：“通过采用更薄的硅，我们减少
了浪费并产生了更高的效能，较我们
原来的原型效率提高了约10%。通过在
我们的太阳能电池中微调三维光收集
结构，我们能够以更广的角度比原来
的版本收集到更多的光。”

海润光伏宣布IBC背接触及Andes
电池效率均超过19.6%

海润光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第39
届IEEE PVSC会议上发表了两篇学术文
章，宣布其最新研发成果——Andes系
列太阳能电池和高效交错背接触(IBC)
太阳电池。

据介绍，海润光伏的Andes系列电
池采用钝化发射极和背场技术以减少
复合损失提升电池效率。此次在IEEE 
PVSC的文章介绍了背表面氧化铝钝化
层对电池性能的提升作用，Andes电池
目前试产平均效率可达19.9%。采用
Andes电池制成的组件功率可达285瓦
(60片电池)和335瓦(72片电池)。

此次在IEEE PVSC发表的另一篇文
章，介绍了海润光伏研发团队在交错式

背接触(IBC)太阳电池上的最新进展。IBC
太阳电池效率已可超过24%，但其制作工
艺复杂、成本高。文章介绍了海润光伏针
对IBC电池开发的新生产工艺，在保持高
电池效率的基础上，简化制程降低生产成
本，目前最高电池效率达19.6%。

Amonix打破自身记录，聚光光伏
组件效率达35.9%

加州聚光光伏(CPV)制造商Amonix
声称，通过聚光光伏组件实现35.9%的
效率，其日前打破了自身于今年早些
时候创下的记录。

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试验中实
现的效率水平，取代该公司在四月一个
类似测试中创下的34.9%的平均效率。

该试验根据最近采用的国际电工
委员会(IEC)测试条件进行，聚光光伏
处于每平方米1000瓦辐照和25℃的电
池温度条件下。

晶澳 博秀 P-型单晶太阳能电池
转换效率突破20%

晶澳太阳能对外宣布，公司旗下 
“博秀”P-型单晶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
已突破20%。而此前不久，公司多晶硅
太阳能电池效率也已达到业界领先的
18.3%。至此，晶澳太阳能旗下单多晶
电池转换效率均已超过光伏“国八条”
里规定的20%及18%的准入门槛。

据介绍，这一新的转换效率记录已
经获得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
所的独立认证，并已成 为156 P-型单
晶硅电池片的业界新标杆。这是继晶澳
太阳能近期宣布公司多晶硅电池效率创
新高后的又一重大突破，晶澳计划在未
来6个月将这一新技术运用 于其高效电
池及组件的规模化量产中。

Solliance与imec CZTSe太阳能电
池效率取得突破

为了实现20%的转换效率同时降低
材料成本，Solliance与imec展示了一
款铜锌锡硒(CZTSe)基薄膜太阳能电池
(1×1cm2、AM1.5G)，效率为9.7%。

Imec位于哈塞尔特大学的联合实
验室imomec通过将铜、锌和锡金属层
溅射到钼玻璃基板上，随后在H2Se环
境中进行退火处理，制造CZTSe层。据
说目前获得的最高效率为9.7%，最大
短路电流为38.9mA/cm2，开路电压为
0.41V，填充系数为61%。

研究人员表示，生产该1x1cm2

电池使用仅仅1μm厚度的多晶吸收
层，典型的粒径为1μm左右。较
CIGS，CZTSe材料的易获取性被视作
一个关键优势，预计其将降低材料成
本，未来大批量制造。

赛昂电力铜电极隧道异质结太阳能
电池量产效率达21.4%

赛昂电力发布公告称其隧道异质
结型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于7月3日在
北京通过了国家能源局组织的科技成
果鉴定。

公司称参与鉴定会的专家一致形成
鉴定意见认为，赛昂电力的隧道效应异
质结型高效太阳能电池大幅提高了转换
效率和实际工况下发电能力等特性，实
验室转换效率为22.1%，量产转换效率
为21.4%，温度响应系数-0.22%/℃。
这种高效电池采用了金属铜代替银浆作
为栅线电极，拥有多项核心技术的自主
知识产权，实现了高效低成本太阳能电
池技术的重大突破。

英利绿色能源宣布其有能力进行内
部UL认证测试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宣布其旗下全资子公司英利能源 
(中国)有限公司已获得授权，对太阳能
组件进行内部保险商实验室(UL)认证测
试。

英利绿色能源的UL认证测试将在
该公司的中国实验室设施保定进行，
大幅减少了新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时
间。该公司在通过UL的严格评估后，
获得CTDP认证，UL将彻底审核所有的
测试结果，并且每年评估该公司实验
室设施的管理体系，以确保结果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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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量产中的20%转换效率的障碍

Levitech公司始于荷兰半导体设
备制造商ASM国际旗下的一个业务部
门，业务集中在Levitor快速热加工
(RTP)系统上。ASM国际在2009年将
发展重心转移向其核心产品，该业务
部门借此机会从总公司独立出来，重
命名为Levitech，并成为一家独立公
司，而ASM国际则成为该公司的股东
之一。

Levitor系统的核心技术为Levitech
公司专注于其主要目标——为光伏市
场开发一套系统，并在其中使用氧化
铝作为太阳能电池钝化层的理念——
提供了基础。

在过去几年内，公司对此项目的
大力投资造就了Levitrack原子层沉积
(ALD)系统。Levitrack系统是基于对前
驱物进行空间上，而非时间上的隔离
的创新性理念，同时结合了为半导体
而设计的Levitor快速热加工技术中的
悬浮芯片和伝导加热技术。

在Levitrack系统中，材料浮动在
线性气体轨道上，并在几秒钟之内即
可加热至加工工艺所需温度。一旦材
料达到了加工工艺的温度，它们将悬
浮通过一系列ALD沉积单元。每个单
元均由两个前驱物组成，并通过氮气
清洗进行空间上的隔离(起到惰性气体

隔层的作用)。
ALD沉积单元的数量决定了最终

沉积层的厚度。相对较大的清洗气流
和材料与气体分隔块间较窄的间距的
组合，可确保获得极为有效的前驱物
隔离效应。

ALD沉积单元技术的独特设计
通过一边的气体轨道仅输出氮气进行
操作，能够实现单面ALD生长。由于
Levitrack的设计宗旨是优化对材料进
行的快速直线移动，整套系统能够确
保每小时2400片的较高吞吐量，并
且公司的目标是在下一年实现每小时
3000片的吞吐量。这种吞吐量在类似
批量处理系统中是很难实现的。

“太阳能产业正缓慢但坚定地

朝向将原子层沉积作为量产具有最大
电池效率的太阳能电池解决方案的方
向发展，”Levitech首席执行官Jaap 
Beijersbergen表示。“我们知道，氧化
铝(Al2O3)薄膜可实现优质的电池钝化
效果并提高电池效率，特别是当沉积
工艺极为均匀、没有针孔现象出现，
且形成了致密层的情况下，更是如
此。这是ALD技术的独特特性，而在
Levitrack系统中，这些特质被结合在
一个极具效率与效用的平台之上，以
在量产中使用。”

这一宣言已然得到了证实，公司
旗下的Levitrack系统目前被安装在中
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一级太阳能电池
制造商的量产生产线上。对于Levitech
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将公司的业务重
点从简单地为光伏市场开发系统，转
向了为进行大量生产业务的客户提供
服务。

从专注于研发转型至以客户为着
眼点的过程，对于有着深厚技术背景
的企业来说并不容易，但是Levitech此
前作为ASM国际旗下业务部门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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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欧洲制造业并不是靠着亚洲所具有的量产规模，而是靠着实现此类量产所需要的在技术和工
艺解决方案上进行创新而获得成功的。有很多十分专注且具有较高技术背景的公司，不断地为重要且持续
发展的全球性产业创造新的智能型设备。凭借其ALD钝化系统，Levitech公司填补了太阳能光伏电池板领域
内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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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涉及了许多为量产提供支持的经
验。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为量产客户
提供支持，”Levitech公司技术营销总
监Pascal Vermont表示。“我们的运
营标准经过了第三方认证，并获得了
ISO9001认证书，同时我们具有涵盖
全球的仓储网络和服务支持人员。”

Vermont先生解释道，当Levitech
公司进行系统安装时，公司会派出一
名专门人员，该专门人员会驻守在安
装现场，直至设备完成安装并被客户
验收。随后，一旦系统开始运转，客
户可获得一周七天，全天二十四小时
的在线技术支持。最后，如果情况需
要，Levitech公司可即刻从总部派出相
关专家到客户现场解决问题。

“从Levitrack系统投入运营的早
期阶段开始，”Vermont先生补充道， 
“我们就提供被我们称之为‘产品开发
计划’的技术支持，即对系统进行持
续改善，以实现更为可靠的加工工艺
和硬件优化，以及更长的正常运转时

间。”
与量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合作就

意味着主要在亚洲开展业务。考虑到
约百分之九十的大型顶级太阳能电池
企业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一
区域也是Levitech开展Levitrack系统业
务时所关注的重点。

然而，这只是销售领域内的说
法：而就购买领域来说，欧洲市场则
极为重要。“我们的大多数零部件是从
欧洲供应商手中购得的，”Vermont先
生表示。“特别是我们公司系统中的一
些关键零部件，全部都来自欧洲。”

Levitech公司首席技术官Ernst 
Granneman表示，从科研的角度来
看，欧洲也极为关键。Granneman先
生还进一步介绍到，Levitech公司与位
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多家科研机
构保持着长期合作。

“举例来说，”他表示，“在ECN 
(荷兰能源创新研究所)，我们与研究所
的研究员们在三个项目上进行合作，
所有的这三个项目的研究宗旨都是新

电池理念的商业化应用。除此以外，
我们还是其太阳能电池基础生产线的
一份子。这对于我们来说极为重要，
意味着我们将可能率先获得相关的新
理念、新想法，并且可将其开发至系
统当中，以进一步改善量产可能性。”

“事实上，”Granneman先生继续
补充道，“我们近期完成了一项重大发
现，可有助于我们的客户降低太阳能
电池制造的成本。我们的研究表明，
使用了我们设备制备的氧化铝层后，
背表面的抛光实际上并未增加整体电
池的效率。如在PERC太阳能电池生
产上，这样就可以削减整个制程。我
们同时还对n型太阳能电池的厚度在
2-4nm的薄层，以及ALD在多晶硅片上
的应用等进行研究。”

作为一家企业，Levitech公司对其
旗舰系统的首次成功感到十分自豪。
公司目前的发展重点是进一步开发亚
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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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s Bartsch, Markus Glatthaar, Achim Kraft, Andrew Mondon, Adreas Lorenz, Laura Sutor, Sebastian Nold & Stefan W. Glunz, 德国弗劳

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尽管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丝网印刷工艺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替代的工艺方案由于具有潜在的成本和性能优势，也

同样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电镀工艺是替代选择方案之一，既可以用在印刷种子层上电镀加高，又可以直接电镀形
成正面电极。尽管两种方式都各有优点，但仍存在诸多挑战。在种子层上电镀镍和铜非常简单，而且只需要少量的工
艺调整。在过去的几个月，对于浆料-电解液之间的非接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将此种工艺进一步推向了工业化生
产。在硅上电镀镍实现了直接和发射极的接触，即使在表面掺杂浓度低至8×1018cm-3也可实现，并达到和蒸发金属电
极类似的效果。为了达到足够的电极结合力，对硅化过程中的界面进行深入研究就十分必要。通过充分研究，呈90度
电极拉力可超过2N/mm。工艺简化将使其对太阳电池的电极金属化工艺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高效
电池概念需要先进的电极金属化方案。

电池工艺

晶体硅光伏电池正面电极流行趋势
太
阳
电
池
前
表
面
浆
料

前言

在工业晶体硅太阳电池正面金属化工艺中，时刻走在
印刷技术前沿是替代技术的一个趋势。印刷电极在几年前
就被证明无法满足要求。与此同时，新颖的方法，例如金
属喷墨打印[1]、种子层印刷和电镀[2]、分散法[3]和激光转
移接触法[4]等，都被集中讨论并多次显示了他们特有的技
术潜力，即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太阳电池电极连接，但目前
还没有电池制造商将这些技术融入工业生产。

减少正面金属化过程中的浆料消耗

影响电极技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目前严峻的经济环境。
最近，由于没有资金来购置设备，从事新工艺的开发也变得
十分困难。但是，只减少电池正面电极浆料的用量会更容易
实现些。在最近的两年，单片电池浆料消耗量已从200mg
减少到了接近100mg。图一所示为单片电池正面浆料用量，
摘自过去两年不同的刊物，同时分别评估了工业中的技术领
先者和大批量生产者的使用量。对于电池制造商，这种发展
趋势是两个强大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即高价格的银和急
剧下降的组件价格，主导了2009年之后光伏领域的发展。

图一：2010-2013年晶体硅太阳电池丝网印刷正面金属化的浆料耗量（注：图中的文献标注与本文末端的参考文献部分是不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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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料耗量的逐步递减趋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如材料性能的提升，印刷工艺的进步和电池工艺的调
整。最新的浆料可以得到十分致密的银层，并且可以得到
大高宽比的细栅线，同时又能和低表面浓度发射极实现良
好接触[5]。在电池层面，发射极已经被修改为可以提供高
电压，同时仍满足浆料需求[6]。一些制造商已经对主栅线
设计进行了改变，为了进一步减少复合和减少浆料消耗。

浆料耗量的逐步递减趋势是多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材料性能的提升，
印刷工艺的进步和电池工艺的调整

当然，在某些方面物理学定律表明，电池表面需要一
定量的材料，用以允许电流传输，并无显著的功率消耗发
生。今天工业界的三主栅太阳电池只有少量的浆料消耗(见
图一)，这一目标已经不再遥远。在这些计算中，主栅线数
量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多主栅或线电极概念可以帮助进
一步减少银的用量[7]。从两主栅到三主栅的转变是上述减
少浆料用量的关键因素。

图二所示为采用气溶胶印刷种子层太阳电池效率的革
新(156×156mm2太阳电池种子层有约4mg银)，由后续
均匀、致密、高导电的电镀银增强。从这研究中可以衍生
出不同的趋势[8]。一般来说，两主栅概念可以在电池层面
实现高效率，但是，由于较长的接触细栅，这种形貌需要
更多的材料消耗。另一方面，三主栅概念可以允许更小的
接触截面积。如果电池表面导电材料太少，两种结构的电
池效率都会降低。在某一水平下，电极化技术已经不起作
用，效率显著降低，工艺稳定性变得非常重要。图二中的
细节显示在这点之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节省浆料，但是
也伴随着电池效率的降低。减少浆料使用量可以形成更细
的副栅线和更高的电流，但是在某一点之后，也无法弥补
填充因子的下降。这种以年度发电量来衡量的差异是与组
件的使用场所有关的。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采用GridSim 2D对此进行了
理想化模拟[9]，结果显示了一个假设的，完美均匀，并且
良好导电的丝网印刷栅线，可用于90Ω/sq铝背发射极电
池，达到约19%的潜能效率，需要大约80mg浆料来实现其
最高电池效率。将工艺和材料成本因素考虑到此模拟工具
中，可以不仅对栅线进行最佳技术优化，同时实现经济效
益最大化(组件层面的最低每瓦成本)。在同样的假设下，经
济效益最大化存在于单片电池约60mg浆料，这也同时考虑
到了减少主栅的覆盖面积。

银浆替代物

趋势表明可以通过先进的丝网印刷技术显著降低银浆
的消耗量，当考虑到光伏行业的前景时，材料的成本及可
获性仍是个问题。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技术的提升和生
产过程中的规模效应只能实现生产成本的减少和使用的材
料成本一样多。最终，材料成本将成为学习曲线结尾的决
定因素。在这一点上，银是成本进一步减少的重要障碍，
特别是当光伏行业扩张时对全球银需求的增加。

由于需要采用丝网印刷和烧结电极，替换银就变得非
常困难(取决于银多方面的综合性能：重金属、低熔点、高
电导率等等)，对替代丝网印刷的技术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之
中。其中之一是电镀技术，已有多个研究所对该技术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比利时
微电子研究中心、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等。电镀
在其它工业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如微电子行业等。在光
伏领域中，电镀镍-铜电极已经成功被BP Solar实现，用于
生产旗下Saturn电池[10]。

电镀

电镀的优势是能沉积致密度高、导电率高的多层材
料，在很低的温度下以相对较大的速率沉积，并且成本较
低。电镀过程中有两种掩模工艺形成栅线引起了广泛的兴
趣：1)在印刷并烧结的银种子层上电镀；2)采用激光将减

电池工艺

图二：电池效率和正表面导电材料质量的关系，依据气溶胶种子层薄膜上电镀银的例子[8]：(a)总览；(b)显著影响区域的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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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涂层开口，并直接在硅上电镀。作为电镀材料，镍和
铜是最有趣的组合：镍和硅形成完美接触，并防止铜的扩
散，而铜电导率高，可作为主要的电流承载层。

印刷种子层上的电镀

印刷层上电镀是作为一种桥接技术，因为现有的生
产线可以通过只添加一台电镀设备进行改造。和印刷技术
的兼容性是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优势，因为所有上述的印
刷工艺都能被拓展。在节省银的同时，通过印刷和电镀的
结合，可以显著减少硅和金属之间的接触电阻[11]。其它
新颖的印刷技术，如气溶胶印刷[12]、喷墨打印[1]和高

速柔版印刷[13]等均可提供更多的选择，在当前经济环境
下，最好的选择是依赖于丝网印刷，因为此技术已经在标
准生产线上得以应用。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最近的结
果表明不仅可以通过调整若干工艺实现非常细的栅线[14]
(详见图三、图四)，而且可以将单片浆料消耗量减小到
20mg(156×156mm2)。当使用含银少的定制浆料时，成
本可以通过此方法进一步被降低。

电镀的优势是能沉积致密度高、导电
率高的多层材料，在很低的温度下以相
对较大的速率沉积，并且成本较低

由电解液对浆料的影响而引起的电极结合力问题在过
去是一个主要关注点，最近的结果显示此种问题可以通过
简单的工艺调整进行弥补[15]。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所
使用的电解液的pH值。当电解化学液呈酸性时，对于电极
结合力的影响更大。其中的联系在于玻璃料中化合物的分
解，而这些化合物是印刷种子层结合力的决定因素，如图
五所示。如果采用低酸性铜电解液，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对于镍电镀，只增加电镀液槽内的pH值是不够的。更高的
电镀速率和更低的工艺温度可以提升电镀工艺过程中电极
的结合力。更重要的是，镍电镀液中的卤素强烈的腐蚀了
玻璃料和银块体之间的氧化银层，而这层氧化银对于电极
结合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6]。采用无卤素电解液产生了
类似的镍层性质，而且提供了组件制备过程中所需要的电
极结合力。

直接电镀
对于直接电镀形成的电极，金属和硅的结合力也是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影响了这种方法的推广。所观察到的
低结合力的原因尚未完全探究清楚。但是，弗劳恩霍夫太
阳能研究所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探究了电镀金属和硅的界面
[17]。特别是对硅化物的形成条件和对于结合力的正向影响
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一个两步电极
形成工艺被研发出来，其特征是腐蚀掉未反应的镍，而后
进行再电镀。此工艺解决了存在至今的结合力问题。图六
所示为两个典型的界面情况的显微图像。图七显示了多次
重复的高焊接拉力结果，暗示了此种电极的优良稳定性。
此种两步工艺来源于微电子工业[18]，而且也被BP Solar公
司使用过[19]。

将此项技术转移到太阳能应用上需要将工艺步骤减少。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目前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此复杂的工
艺流程简化。减反射薄膜的快速激光工艺，腐蚀发射极工艺

电池工艺

图三：细线印刷后的电镀，由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完成[14]

图四：种子层和电镀工艺的后端工艺流程，采用印刷作为种子层，通过电镀镍-铜加高。标准和创新后端工艺流程分别用绿色和橙色标明

图五：电镀后太阳电池电极拉力测试结果。柱状图所示为相应的
从玻璃中溶解到电解液中的银的量，通过ICP-OES评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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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除，取而代之与镍反应形成镍硅合金，这些都是需要研
究的首要课题。除此之外，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可以利用
更廉价和快速的光诱导化学镀(LIP)技术来取代用化学镀形成
种子层。一些简化，例如对全电镀后的热烧结进行了研究，
已经有了一些喜人的结果[20]。当这些特征在工艺流程中执
行后，会得到和工业需求高度一致的结果。

直接电镀方法的效率极限高于在种子层上电镀的结
果，肖特太阳能公司最近对此有较多报道：采用此种电极
技术，p型直拉单晶PERC太阳电池得到了21.3%的认证效率
[21]。如果将发射极表面掺杂浓度降低，此种电池将会得到
更高的开路电压(Voc)，从报道的662mV提升到680mV，
效率也会超过22%。在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报道了在
8×1018表面掺杂浓度发射极上成功电镀电极，开路电压达
到679mV[14]。此方法和蒸发钛/钯/银层垛电极得到的结果
相似。当采用这种均匀发射极时，只能采用替代方法才能实
现无损耗电极接触。

在减反射结构基础上，电镀电极具有更多优越性，即
电极下的整个区域都会对金属和半导体之间的电流传输作
出贡献。这同样适用于所有形成金属电极的方法。20μm
宽以下的狭窄电极接触可以通过激光实现，同时可以实现
大高宽比1:2，因为铜电解液可以定制为只向上而不是向两
侧生长(图八)。此种半圆电极的光学宽度十分窄，以至小到
20μm。上述成果会大大加速此种技术的成熟度。

电镀和丝网印刷的比较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两种电镀技术都和先进丝网印刷

技术进行了对比(图九)。结果显示节约的成本并不像两年前
那样有吸引力，那时正表面银的消耗要高很多(图一)，但是
成本优势仍然存在。除此之外，电镀工艺从性能和成本上
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优化。在工业生产环境中，电镀工艺的
优化，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如果只考虑材料成本，即位
于学习曲线尾部的理想状态，成本节约的优势则更明显。

电池工艺

图六：硅-镍硅-镍-铜界面研究：(a)单一工艺形成的镍硅层横断面，厚度可以通过热处理工艺精确控制；(b)全部层叠的横断面

图七：硅上直接电镀镍，再电镀铜和银，图示为拉力测试结果。电池连接线通过标准工艺焊接到主栅上。由于对镍硅界面有了进一步
的理解，可以通过增加热处理工艺来实现高电极拉力，甚至如图中所示的90度进行提拉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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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景和结论

从当前光伏产业发展来看，直至现在，采用先进电极
制备技术的领先者已经比常规电池工艺生产者获得了更多利
润。Tetrasun公司在种子层上电镀铜，尽管此层的特征不完
全清楚，但制备的电池效率可以达到21.0%(125×125mm2)
[22]。Kaneka最近报道了在156×156mm2异质结太阳电池
上电镀铜电极的结果，在电镀层的高电导率和低工艺温度上
获益[23]。同时，SunPower采用电镀铜作为导电层，用在
背结背接触电池结构上。本文报道的近期电镀工艺的发展，
不仅对于技术领先者，对于所有光伏制造商都适用。

向高效前进的路途仍在继续，而不排除未来量产的可
能，新颖的电极概念将会再次成为晶体硅太阳电池大规模
生产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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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通过激光消融和直接电镀镍铜形成的细栅线(线宽
45μm，线高22μm)

图九：先进丝网印刷工艺(参考图一)和两种电镀方法的成本比
较，即印刷种子层加电镀和直接在激光开槽区域电镀。计算考虑
到设备成本、人工成本、折旧率、所有基础设施费用、废水处理
和其它若干因素。银材料成本假定为1000€/kg

51

技术



[17] Mondon, A. et al.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in Solar Energy 

Mater.]. 

[18] Deng, F. et al. 1997, “Silicidation process using NiSi and 

its device application”, J. Appl. Phys., Vol. 81, No. 12, pp. 

8047–8051.

[19] Eager, S. et al. 2003, “Buried contact cell technology – New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wi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Proc. Conf. C79 Solar Energy Soc. CREST,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

[20]  Russell, R. et al. 2012, “A simple copper metallization process  

for high cell efficiencies and reliable modules”, Proc. 27th EU 

PVSEC, Frankfurt, Germany, pp. 538–542.

[21] Metz, A. et al. 2013, “Industrial high performance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and modules based on rear surface 

passivation technology”, Proc. 3rd SiliconPV Conf., Hamelin, 

Germany.

[22] Schultz-Wittmann, O. et al. 2012, “Fine line copper based 

metallization for high efficiency crystalline silicon solar cells”, 

Proc. 27th EU PVSEC, Frankfurt, Germany, pp. 596–599.

[23] Hernandez, J.L. et al. 2012, “High efficiency copper  

electroplated heterojunction silicon solar cells”, Proc. 27th 

EU PVSEC, Frankfurt, Germany, pp. 655–656.

作者简介

Jonas Bartsch博士在2007年加入弗劳恩霍夫
太阳能研究所，从事先进太阳电池正表面电
极的电化学技术研究。他曾于2011年在弗莱
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获得太阳能博
士学位。自那以后，Bartsch博士继续从事电

镀太阳电池电极工作，并负责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电
镀工艺工作。

Markus Glatthaar博士在2007年博士毕业于
德国弗莱堡Albert Ludwig大学，专业从事有
机太阳电池研究。从2008年至2010年，他在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电池的表征测量工作，特别是通过光
致发光图像方法进行研究。在2011年，他在RENA公司任高
级太阳电池技术专家。从2012年起，Glatthaar博士出任太
阳电池新型工艺部门负责人，隶属于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
究所的研发和表征部门。

Achim Kraft先生毕业于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in Hanover)
电气工程专业，同时拥有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in Berlin)可再

生能源硕士学位。他从2012年一月起在弗劳恩霍夫太阳能
研究所开始博士学习。Kraft先生是电镀技术组成员，从事

硅太阳电池正面铜电镀工艺研究。他的研究方向为电解液
和印刷电极之间在电镀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Andrew Mondon先生曾在弗莱堡学习晶体学和
材料科学，并于2010年毕业。他毕业论文是在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完成的，开始于2009
年，课题为电化学方法制备太阳电池电极。在

2012年六月，Mondon先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课题为晶体
硅太阳电池直接电镀镍铜制备电极，专攻镍硅合金的形成。

Andreas Lorenz先生2006年毕业于斯图加特
印刷和传媒大学(University of Printing and 
Media in Stuttgart)，专业为印刷技术。从
2 0 0 6年至2 0 1 2年，他在奥芬巴赫的

manroland公司工作，任色彩控制系统的研究工程师和初级
产品经理。从2012年起，Lorenz先生在弗劳恩霍夫太阳能
研究所从事博士学习，研究太阳电池电极印刷技术。

Laura Sutor女士2013年毕业于卡尔斯鲁厄理
工大学，专业为商科和工程，主要研究太阳
电池铜电极的成本和有效性。Sutor女士目前
在同一所大学攻读商科和工程硕士学位，同

时也在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工作。

Sebastian Nold先生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和
新西兰达尼丁大学学习工业工程，于2009年
在卡尔斯鲁厄获得硕士学位。他从2008年开
始在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工作，主要从

事成本计算、技术评估和晶体硅太阳电池新概念的经济可
行性分析。Nold先生即将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课题为光伏
价值链上晶体硅太阳电池生产的经济评估分析。

Stefan W. Glunz博士是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
究所太阳电池研发和表征组主任。他1995年
在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主要从事高
效晶体硅太阳电池的设计，制备和分析。在

诸多科学和技术成果中，Glunz博士所在小组做出了世界最
高效率的多晶硅太阳电池。

垂询方式

Dr.-Ing. Jonas Bartsch
Division Solar Cells –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s ISE
Heidenhofstr. 2, 79110 Freiburg, Germany
电话：+49(0)761 4588-5737
传真：+49(0)761 4588-9250
电邮：jonas.bartsch@ise.fraunhofer.de
网址：http://www.ise.fraunhofer.de

电池工艺

52 www.pv-tech.cn  |   @每日光伏新闻

技术



用于开发CIGS设备的新平台

在2010和2011年内，全球光伏设备市场大约有5%的
价值是由荷兰公司创造的——除了通过荷兰OEM之外，同
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荷兰工业承包商对应设备供应链以客
户定制系统和部件的形式实现的。为了全面激发薄膜光伏
制造的潜能，在荷兰北布拉班特省的资金支持下，2011
年在埃因霍温成立了一家名为Solliance的研究联盟。虽然
Solliance是以荷兰研发机构ECN、TNO、霍尔斯特研究中心
以及家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合作中心的名义成立的，但这
一概念从一开始却是以建立欧洲区域内研发集群为目标。
目前，已有imec(比利时)和于利希研究中心(德国)加入该
联盟，而其他合作伙伴也正在磋商当中。该联盟在埃因霍
温成立了新的研发中心。这些研究伙伴和同样参与其中的
工业集团通过筹集新设备和设施投资资金的方式，共同为
Solliance兴建了三条薄膜研发线。

为全面激发薄膜光伏制造的潜能，
在荷兰北布拉班特省的资金支持
下，2011年在埃因霍温成立了一家名
为Solliance的研究联盟

2012年12月，铜铟镓硒(CIGS)示范线正式开通，而
其余两条有机光伏(OPV)技术和薄膜硅技术研发线目前也
正在建设当中。因此，研发机构、工业界和大学的合作者
的合作填补了基础研发和工业应用之间的鸿沟。此外，将
这些研究活动聚集在坐落于埃因霍温的高科技园区(前飞
利浦研发园区)可以促进更深层的合作。该园区拥有超过

100家公司和超过8000名研发人员，而其它设施例如高端
设备、薄膜工艺和表征技术则是互相共享的。该园区是埃
因霍温-鲁文-亚琛三角区域(ELAT区域)的三个支点区域之
一，而Solliance的合作伙伴全部都分别位于三角形三个顶
角。Solliance的使命是提供薄膜光伏工业设备和工艺解决方
案，以开发新的电池概念并创造优化寿命的智能集成概念。

CIGS制造的挑战

CIGS薄膜光伏组件极具发展前景。它是唯一一种在效
率上能与现有主流硅基单(多)晶硅组件相抗衡的大面积薄膜
光伏技术。因此CIGS在屋顶面积有限的住宅光伏应用中是
经济可行的。此外，由于CIGS能直接制备于多种衬底材料
上，包括玻璃和钢制品等建筑材料，因此有望大幅度降低
与组件面积相关的系统平衡(BOS)成本。不仅如此，它还能
像其他薄膜技术(CdTe、OPV、a-Si)一样，获得有竞争力生
产成本和相当高的产量，例如用于柔性衬底的卷对卷(R2R)
技术。最后，从外表上看，它也是非常美观的，电池可以
设计成各种形状和图案，并具有统一的黑色或其他颜色的
外表。目前还没有其他薄膜光伏技术拥有像CIGS这样多的
形状和衬底材料。

虽然CIGS技术还没有全面地取得成功以及经济可持续地
大规模生产，但许多制造商的CIGS组件已经在市场上售卖多
年。目前大多数CIGS组件要么将平板玻璃作为衬底，要么在
推向市场时使用玻璃封装。2010年，全球CIGS总产量超过
了200MWp，是由许多产能只有几十兆瓦的公司共同完成
的。2012年，日本Solar Frontier将其CIGS产能提高了几百
兆瓦，朝着1GW迈进，并公布了盈利的财务报告，这在深受
产能过剩纷扰的光伏市场实属罕见。这表明使用刚性玻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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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MEC – Solliance and Institute for Material Research (IMO) Hasselt University, Diepenbeek, Belgium, & Maarten van der Vleuten & Wiro 

Zijlmans, Smit Ovens, Son, The Netherlands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即使是在光伏市场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的今天，铜铟镓硒(CIGS)薄膜光伏组件依然有望争夺更多的光伏市场份

额。CIGS技术能生存于光伏市场并持续增长，依靠的是以下三个重要因素：1)已经过证实的实验室结果显示，CIGS电
池转换效率有着相当大的提高空间；2)发电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包括降低设备CAPEX以及材料和BOS成本)；3)由于对衬
底材料和形状的选择相当自由，使得该技术能得到有效应用。上述预期应该通过使用更加普遍或标准化的CIGS生存设
备从而达到规模经济才能实现。本文介绍了几个高效率低成本薄膜沉积和吸收层制备的新型与优化战略的范例。在名
为Solliance的新兴薄膜光伏研究联盟的框架下，一条用以加速低成本高效益工艺和设备研发的CIGS示范线已经建立起
来，并显示了它们在提升CIGS产品性能和使用寿命上的潜能。

薄膜技术

用于制备CIGS的低成本高效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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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GS电池正朝着民用和屋顶规模光伏市场前进。与此同时，
为了迎合市场的集成消费电子器件和自动化应用，一些公司
已经改用基于柔性衬底的CIGS光伏产品。此外，没有玻璃封
装的柔性产品也已经通过认证并引入市场。

挑战与目标
尽管大多数CIGS生产商都采用相同的叠层结构，但所

用的材料成分(例如Ga, S和Se的含量，还有Na等添加物)，
合成梯度、薄膜形貌和中间层等却不尽相同。CIGS是一种
相图非常复杂的材料，因此其成品特性受制备特定结构的
工艺路线的影响非常大。目前生长这些材料层的技术路线
很多，沉积方法也有诸多选择。在过去十年，已知大约有
40至80个CIGS相关工业初创项目，几乎其中每一项都采用
其专利所有的工艺，这些工艺通常需要非常独特且非标准
的设备。不仅如此，CIGS的工作场地被目前的技术多样性
所限制，使其无法发展成规模经济。

这种现状带来了以下的挑战和路线图目标:
 ·  通过选择低成本和可靠的高产量工艺路线来降低成
本，并为这些路线开发更加通用的设备解决方案以达
到更好的规模经济

 ·  通过缩小实验室效率记录(20.3-20.4%)和实际工业产品
的效率(12-14%)之间的差距来提高产品质量，并进一
步突破效率记录(23%)和提高寿命

 ·  提高对材料结构和特性以及最重要的材料界面(晶界和
层界)特性的基础认识，其中后者对特殊方法和工艺类
型的要求更低

 ·  确定主要的工艺和材料参数并改善对它们的控制(例
如，通过降低原材料所需杂质浓度的方式来探究杂质
的特性和对它们控制，从而降低成本)

Solliance的目标是通过优化材料和
工艺控制来降低大规模生产成本

因此，Solliance计划的目标是通过优化材料和工艺控制
来降低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并最终实现在柔性衬底上进行
R2R生产。通过参与Solliance OPV项目，R2R印刷和加工、
网版处理和注册上的创新都变得更加容易的。而对于吸收
层，Solliance CIGS 项目的重点在于反应气氛以及连续的
CIGS结构——也就是在后期退火步骤中硒化和结晶得到的
CIG先驱物沉积层。目前工作的重点在于:
 ·  研发透明导电氧化物(TCO)的材料和工艺以及改变额外
材料层以改善陷光性能；

 ·  通过无Cd和可调替代材料来代替CdS层；
 ·  使器件和衬底界面的阻挡层可以更自由地使用各种衬
底(低成本)；

 ·  提高柔性封装的寿命
所有这些工艺步骤都是相互依存的，需要在完整试验

电池或组件的基础上开发单独工艺步骤。因此，通过使用
熟知的单独工艺步骤，一条用作试验和示范的CIGS研发线
已经开始使用。这条示范线将被用于研发和验证可替代的
独立工艺步骤的创新。

为了实现这些材料、工艺和设备的研发目标，Solliance
已经在购置成本模型和加速老化测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使用共蒸发技术的示范线
作为器件、工艺和设备创新的示范设施，Solliance建立

了一条可以制造尺寸达到30×30cm2的完整组件的CIGS设
备线。这条生产线可以兼容玻璃衬底和金属箔。而标准工
艺步骤则是采用钠钙玻璃作为衬底材料。在使用磁控溅射
制备完钼层后，就通过来自44 Solar公司的客户定制型共蒸
发设备在钼层上面沉积CIGS吸收层。随后使用来自Singulus 
Stangl的Tenuis系统的化学水浴沉积技术在吸收层上添加
CdS过渡层。最后再溅射一层本征ZnO薄膜和掺铝ZnO透明
导电膜，电池的叠层结构就完成了。测试样品被切割成单
独的测试电池，或者被皮秒激光切割成整体集成组件结构。

通过与南特大学(J. Kessler教授)合作，在生产线启动
的第六个月后取得了14.9%的电池测试效率(光圈区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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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图中展示了CIGS吸收层制备的不同方法。蓝色框体介绍了Solliance CIGS项目的专注领域，例如使用快速热工艺(RTP)制备元素
Se基CIGS

Se气氛下共蒸发(或溅射)

硒化(H2Se)

(选择)沉积Se层  (VTD Se-蒸汽) 晶体(RTP, Se-蒸汽)

硒化/结晶Cu衬底 In，Ga 沉积

CIGS

Solliance CIGS吸收层项目的专注领域

专注
领域

CIG 先驱物
-溅射
-印刷
-电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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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还制造了尺寸为5×10mm2至10×10cm2的可重复
生产的相同样品，以用于参考和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研发项目包括：对替代衬底(特殊成分、阻挡材料和表面布
局)的评估、为测试新的陷光概念(纳米制绒和纳米光学)而验
证更薄的共蒸发吸收层以及评估新型透明导电氧化膜和背
部互联结构的性能。下面我们将介绍其中一个项目，即通
过无Cd的快速原子层沉积(ALD)来代替CdS，但首先会讨论
CIGS吸收层的结构。

CIGS吸收层结构

如图一所示，不同制造商和研发机构采用了几种不同
的方法来制备CIGS吸收层。第一种方法是单步完成所有材
料的沉积，可以是四种蒸发源共蒸发，也可以(例如)在Se气
氛下溅射CIG混合物靶材。

第二种方法通常被称为“连续工艺”。对于两步工艺，
首先沉积CIG先驱物层，可以采用多种干燥和湿润工艺；随
后第二步，添加Se(以及/或者S)元素并在随后的热退火工艺
中形成合金结构和再结晶。对于该方法，研发人员已经对
H2Se气体硒化工艺做了许多研究。该工艺通常选择批次生
产，优点是统一性高、质量好，缺点是工艺时间长，而且需
要同时使用多台退火炉系统。此外，从安全角度考虑，H2Se
也不是个好的选择。因此，目前许多研究工作都致力于减少
工艺时间，并使用元素Se替代有毒原料。此外，为了阻止不
想要的材料相(通常这些相是无法改变的并将导致材料相的
分裂)的形成，需要使用快速热工艺(RTP)。

最后，第三种方法也已经得到验证。在该方法中，吸

收层的其中一种成分是由衬底提供的。简单来说，是在铜
衬底镀上铟或铟/镓合金，并对该金属层进行硫化，可以制
得质量相当好的吸收层(由前薄膜专家Odersun完成)。

经过有用成本分析，连续工艺最终被选为Solliance计划
中吸收层项目的重点技术。

连续工艺最终被选为Solliance计划
中吸收层项目的重点技术

使用连续吸收层制备技术的研发线
对于连续工艺的第一步——制备CIG先驱层——研究人

员已经开发出了几种技术路线。可以使用独立设计的直流磁
控溅射将Cu/Ga和In靶材制备成CIG先驱沉积层。现在已经可
以通过来自MECO公司的在线板面电镀生产线利用电化学技
术在活性镀钼玻璃衬底上在线沉积CIG了。工艺解决方案或
印刷先驱层技术也同样在评估当中。接下来，本文将只讨论
连续工艺中的第二步， 也被称为CIG先驱层的Se基气氛RTP
工艺。

高产量低成本硒化
本文给出的结果是使用Smit Ovens(图二)的R&D硒化设

备获得的。该设备是根据批量生产硒化技术开发的，但兼
具R&D的功能。 这是一套高产率和重复性优良的多用途系
统，能有效促进硒化工艺的开发，并可直接扩展为批量生
产解决方案。

新的CIGS制备技术是融合了一系列工艺和设备优化的

薄膜技术

图三：购置成本计算，可以看出原材料的选择对CIGS吸收层制备成本有着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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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能显著降低与最新技术相关的CAPEX和OPEX。与目
前许多全球广泛使用的结晶设备不同，这是一台非真空设
备，即是在大气压下进行工艺操作的，同时还能兼容活性
气体混合物。而惰性气体——氮气则被用作运输元素硒的
载流气体。元素硒的每单位质量售价大约是其唯一工业替
代物硒化二氢的四分之一。除了固有价格的差别之外，毒
性气体H2Se的安全运输和处理成本也高出许多。其他研究
人员已经报告了成功进行元素硒化工艺的结果，并取得相
当有竞争力的组件效率[1]。

图三显示了购置成本的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单位质量
硒的H2Se价格对成本的影响。计算时所采用的是基于平板
尺寸为1.60×0.68m2、循环周期为60秒的66兆瓦生产线。
我们对三套来自Smit Ovens的在线设备进行比较。第一套，

在没有预沉积硒的先驱物层上通入H2Se，随后在580℃下
进行退火。第二套，使用气相运输沉积(VTD)工艺将元素
硒沉积在先驱物层上，接着依次进行过渡退火和5分钟的
580℃退火步骤，进而完成结晶化过程。第三套也是元素硒
沉积工艺并在580℃下退火5分钟，但没有VTD和过渡退火
步骤。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人员用批量炉和H2Se的工艺取得
了目前有竞争力的效率。但在该工艺中，批量炉自身的加
热和冷却非常耗时，而且在此过程中许多平板都出现了结
晶现象。经过详细计算(并未在文中详细列出)可以知道，由
于CAPEX和能量消耗都非常高，批量工艺并不是一条具有
成本竞争力的大规模生产路线。

下面将介绍R&D硒化设备的典型工艺流程。首先，在
低温VTD内，将元素硒沉积在CIG先驱物上。随后，在RTP
退火炉中进行CIGS结晶，通过三台独立的RTP温度箱可以对
温度曲线进行灵活地调节。能灵活地对CIGS衬底进行快速
且统一加热尤其重要；从全球多家公司和研发机构的研究
工作可以知道，加热速率影响着晶体生长动力，是一个重
要的参数。通过三个独立硒源，在温度曲线中不同阶段依
次为退火炉补充额外的硒。因此硒流量可以不受产品温度
影响而进行独立控制，这是该技术概念所独有的。通过改
善快/慢冷却速率、减少退火炉之间运输次序的限制以及为
小尺寸衬底或金属箔提供特殊载体，可以进一步提高工艺
的灵活性。

灵活的设备性能带来了有效和可重复性的工艺控制，
从而开发出结晶成分、尺寸和界面特性都合适的最优化工
艺。表一列出了更详细的系统特性。

薄膜技术

图二：由Smit Ovens建造的R&D硒化设备，用于支持Solliance的
工艺研发。该设备可以进行从试验线到全尺寸生产的一对一转化

表一：硒化设备的功能和规格

设备功能 规格 好处

多维度和多类型衬底 玻璃和金属箔 提高研发灵活度

可自由编程工艺  提高工艺开发灵活度

最大衬底温度 650℃ 

快速和可重复加热速率 15℃/s

快速和可重复冷却速率 3℃/s

部分蒸汽压的控制  0-100%

衬底温度均匀度 ±2℃ 有效和可重复工艺，有效促进研发

Se分布/吸收率均匀度 ±2℃ 

记录衬底和设备的数据  增强研发的分析能力

工业标准密封度(真空) <10ppm O2 低漏电率，低氧气含量

通过真空进样室装载衬底(un) 

热壁设计  不污染反应腔，少量清洁，低成本

电加热(Se和S电阻)  长寿命，长正常运行时间，低成本

提高加工能力，从而达到最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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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展示了通过该研发设备完成的两步硒化工艺的典
型温度曲线；可以看到，工艺温度和气压参数能够自由调
节。在该例子中，还进行了额外的硒气氛过渡退火(图中的
第一个横向部分)。

其中一个功能是当温度快速上升的同时还能在整个
衬底范围内保持良好的温度统一性。例如，在一个800℃
温度箱中进行50秒加热循环，衬底温度以每秒11℃的上
升速度提高到600℃。在第一个快速加热阶段，体积为
600×300×3.2mm3的整个衬底范围内的温度差距小于
12℃。第一步完成后，衬底被放入600℃加热箱中，温度
差距更是减少到了4℃以下。

图五显示了CIGS层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SEM)，这
些样品是在不同温度上升速率下在不同溅射先驱物层上制
备的，而且都没有进行过渡退火。图中，加热速率对材料
层形貌和密度的影响显而易见。材料的特性通过其它表征
技术，例如XRD、XRF、EDX、SIMS、光致发光和轮廓测定
法进一步研究。

硫化工艺也同样可以应用于全尺寸生产设备中。针对

该工艺，我们设计了能广泛用于各种硒化和硫化工艺并可
以根据不同先驱层进行优化的设备解决方案。通过改变机
械单独部分的长度以适应每个步骤所需的时间间隔，可以
进一步提高整个工艺的产能。此外，我们还专门设计了在
线XRD装置以研究晶体结构随着温度曲线的变化情况，从而
在减少工艺时间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材料层的质量。

用于快速沉积的空间ALD系统

在标准参考工艺中，CdS过渡层是在CIGS吸收层沉积完
成之后制备的。许多作者和生产商都指出，可以使用无镉
化合物来替换CdS过渡层：如Zn(O)S和In2S3。原理上替代物
还能提高电池效率，因为它们的透光率比CdS窗口层更高，
从而让更多的光线达到吸收层。这些层所需的厚度大约为
几十个纳米，更适合于使用不会产生界面损伤的“软”工
艺进行沉积。

我们知道，湿法化学工艺和溅射工艺已经应用于生产
中。但湿法化学方法成本高而溅射方法则会产生界面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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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根据R&D设备得到的两步温度曲线的可用工艺变量

图五：使用30×30cm2硒化设备，在各种加热速率下制备得到吸收层的SEM图：(a)剖面图；(b)俯视图。(CIGS吸收层厚度=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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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人们将注意力转移至第三种方法。在实验室水平，通过
该方法已经得到了非常满意的结果。这种方法就是通过ALD
技术在活性先驱层上进行气相化学沉积。ALD因工艺质量高
而闻名，例如高正形性、高的膜质量以及低至 ngstr m水
平的优良厚度控制精度等，是一项成熟的微电子技术。

ALD应用的一个新兴领域是柔性电子，包括柔性显示
屏、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柔性太阳能电池。ALD
能用作例如透明氧化(半)导体(例如ZnO)、湿气阻挡层(例如
Al2O3)和CIGS的过渡层(例如Zn(O)S)等结构的生产技术。

在所有这些应用中，成本效率和产能是非常关键的两
点。然而，传统“时间”连续ALD技术的生产速度非常慢，
仅仅将传统方法扩展至能兼容大尺寸衬底的做法成本非常
高。为了提高输出和降低成本，我们对ALD技术进行了相当
重要的调整，“空间”ALD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传统的
时间ALD是随着时间依次添加先驱物并在相邻两次添加操作
间歇进行净化操作的，而空间ALD的先驱物却是同时并连续
添加的，只是每种材料所在物理空间不同。将半反应安排在
不同区间进行的主要优势在于淘汰了传统ALD中相邻两次添
加操作间歇进行净化操作的步骤，从而大幅提高沉积速率，
且速率大小只受化学机制而不是泵的速度的限制：有报告显
示其工艺时间减少了一个数量级甚至更多[2, 3, 4]。

对于空间ALD，由于交叉反应将导致不需要的化学气相
沉积(CVD)，所以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将先驱物隔离开。TNO
采用气体轴承技术提出了空间ALD的概念，其中反应腔被
分成不同的空间区域，使先驱物相继暴露在反应腔底部移
动的衬底中。反应腔充满着惰性气体流，以阻止不同先驱
物的混合。在这一概念里，气罩也起着气体轴承的作用：
这意味着反应腔相对于衬底是悬挂放置的，两者的微小间
隔可以达到几微米。气体轴承功能使衬底相对于反应腔几
乎是无摩擦移动的，而微小间隙则起到隔离气体的作用。
由于不同先驱物被隔开，所以在反应腔内不会发生寄生沉
积。对于利用三甲基铝和水沉积氧化铝，目前已经取得了
超过1nm/s的沉积速率。基于这些原理，新兴公司Solaytec
已经将在晶体硅片上沉积氧化铝钝化膜的大规模生产设备
引入光伏市场。

除了用于硅片的空间ALD设备解决方案之外，Solliance
还开发了R2R概念，并成功得到验证。将空间ALD技术应用
在柔性衬底上，需要引入额外的工艺和设备边界条件。首
先，由于许多聚合物衬底的温度稳定性低，所以沉积温度
要求非常低(例如小于120℃)。其次，衬底设备已经必须能
够处理和加工柔性衬底，包括板对板和卷对卷，并要一直
保持气体隔离。

目前已经开发出了一台能在柔性衬底(例如聚酯(PET)薄
片)上持续沉积氧化铝和其它材料R2R空间ALD设备。如前
面所讲的，目前使用气体轴承技术的空间ALD概念采用的是
圆筒形状，而非平板形状。该圆筒或圆鼓由多个TMA和水
的半反应区域组成，如图七所示。这些区域相互隔开，并
被氮气轴承包围着。将要被镀膜的薄板被传送到圆鼓上，
气体轴承功能确保着平板不会碰到圆鼓。当薄板移动至圆

鼓时，ALD沉积便随即开始；沉积层厚度是由薄板经过的半
反应区域的数量决定的。使圆鼓旋转方向与薄膜移动的方
向相反，可以获得高沉积速率。因此，薄膜层总厚度是由
衬底速率以及圆鼓旋转频率决定的。

R2R概念的主要优势在于薄板的沉积面与反应腔之间没
有机械接触，而且所需移动的部位非常少。这种无接触操
作方式加上最少的移动部位，最大程度上减少了颗粒的产
生，而这些颗粒能在阻挡层引起针孔这类的缺陷。此外，
还可以使用多种类型衬底材料，只要它们有足够的柔性被
运输到圆形鼓上。

R2R概念的主要优势在于薄板的沉
积面与反应腔之间没有机械接触，而
且所需移动的部位非常少

除了圆鼓-衬底之间的无接触移动操作之外，转动圆鼓
的气体供应也同样不需要任何机械接触。这里，再一次使
用了气体轴承技术，并结合其它隔离技术从两边向圆鼓提
供轴承气体和先驱物。此外，反应产物和剩余先驱物也同
样是通过这些无接触排气孔排走的。在这种结构里，TMA
先驱物在圆鼓的其中一边进入和排走，而水蒸气则是从另
一边进入和排走，因此先驱物能够一直相互隔离直到最后
被清洁系统排到反应腔外面。

如图八所示，目前R2R空间ALD设备已经能用在5到
100nm之间各种厚度的PET薄板和其它衬底材料上沉积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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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气体隔离型空间ALD技术原理，图中是在刚性平板衬底
上沉积氧化铝

图七：气体隔离型空间ALD技术原理，图中是在柔性衬底上进
行R2R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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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铝层了。
此外，Solliance还设计了一套用于大面积刚性衬底(玻璃)

的空间ALD设备解决方案，2013年底便能看到第一台演示设
备。它将被用于评估过渡层的大面积应用以及CIGS系统的其
它功能层的应用。对于空间ALD沉积ZnO，目前也已经通过一
套装置在小面积样品中得到验证。衬底在这套装置中的两个
空间隔开的气体入口下面旋转，每个旋转周期沉积一层原子
层。图九(来自Illiberi等[5])的完美线性行为证实了ALD技术的
应用潜力。目前已经证实，在250℃时，ZnO的沉积速率能达
到1nm/s以上。在先驱物空间气压为4.5mbar时，材料层能达
到90%以上的透光度，电阻率为4mΩcm，载流子密度为和载
流子迁移率分别为1019/cm3和10cm2/Vs。我们还检测到了更
高的载流子密度(7×1019/cm3)和载流子迁移率(30cm2/Vs)。
空间ALD技术掺杂Al和In也已成功实现。而一个专用于H2S的
设备也刚刚完成制造，能用来实验快速ALD制备Zn(O)S技术。

与此同时，高质量透明导电氧化物(TCOs)的高速率、
低温CVD技术也正在研发当中，本文只简要提及。而用于沉
积掺杂ZnO的常压等离子增强CVD以及低压等离子增强CVD
也正在开发当中。这一工作(已经在其它文章有所报道)满足
了用于生产CIGS电池叠层结构(除了现在使用的钼背电极)的
常压工艺生产线的技术要求。

质量评估：理解CIGS的衰退机制

光伏发电成本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和安装成本，组件寿
命也是关键因素。理解CIGS电池和组件的衰退机制对于确
定寿命影响因子非常重要，并有助于改善工艺和设备。因
此Solliance本着产品质量和产品寿命同等重要的理念，不断
探究工艺、设备和控制。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介
绍通过标准和加速老化试验得到对衰退机制的认识。

图十展示了加速老化测试的一个例子——多功能老化
箱。CIGS样品在被AM1.5光源照射的同时，箱内温度和
湿度也被提高，从而加速样品在三种环境因素下的衰退行
为，与此同时还进行实时I-V检测。该老化箱安装了数据处
理系统，能够在线处理数据并实时监控衰退行为[6]。

图十一给出了老化箱中CIGS电池和小型组件的电池参
数——串联电阻随着时间变化的例子。所有样品的电阻都
出现了上升，可能是由于氧化锌的电导率下降引起的。此
外，小型组件(绿色)上升的速度比单块电池(蓝色)快得多，
可能是整体互连区域的衰退引起的。其它电池参数也有着
类似的规律。通过对工艺控制下的样品进行这种实时加速
老化测试，可以直观看到变化趋势和找出寿命限制因素。
通过对比第三方提供的现场测试结果，可以证明这些结果
是有效的，此外还使用基于模型的方法(以一个消费电子加
速寿命的模型作为参考背景)来进一步了解衰退机理。

总结

作为一家刚刚在埃因霍温-鲁文-亚琛三角区域成立的研

究联盟，Solliance是一项由Holst中心、TNO、ECN、imec、
于利希研究中心和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合作开发薄膜光伏生
产的器件、工艺和设备的研究计划。通过与工业界合作，
联盟可以共享CIGS、OPV和薄膜Si示范线和设施。在这一背
景下，为了因应行业对低成本、有效控制、高速率和高产
出的要求，CIGS研发应更注重开发能大规模应用的工艺和
设备。为此，Solliance致力于开发能兼容H2Se和无 Cd以及
R2R技术的常压工艺和连续CIGS吸收层制备工艺。

薄膜技术

图九：ZnO层沉积厚度与ALD旋转次数的关系

图十：多功能老化箱，能模拟光照、高温和高湿环境

图十一：单块CIGS和互连CIGS样品的串联电阻与其在老化箱中
放置时间的关系。老化箱的工作参数为：温度85℃，相对湿度
85%，光照A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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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liance致力于开发能兼容H2Se和
无Cd以及R2R技术的常压工艺和连续
CIGS吸收层制备工艺

为了加速开发有经济竞争力的解决方案，Solliance为设
备生产商提供了一个不但能共享秘密技术评估和验证还能
进行合作研究的R&D平台。目前已投入使用了一条针对尺
寸为10×10cm2和30×30cm2的基于共蒸发技术的CIGS试
验研发线。这条生产线可以作为用于试验和加速创新概念
的示范工艺，用于效率更高的生产、试验和测试优化的设
备结构和基础研发。我们通过几个实例来描述这个概念，
包括：常压、无H2Se、使用RTP的在线吸收层结构；用于
无Cd过渡层结构的空间ALD；加速老化测试的实时监测。

虽然没有在本文中提及，但值得一提的是Solliance CIGS
计划的一个重点项目利用参与者在CIGS上的背景经验，开发
先进的铜锌锡硫(CZTS)器件。目前Solliance正在与现有的CIGS
设备生产商密切合作开发针对CZTS的新材料和器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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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有的IEC和UL认证测试只给予通过/失败这两种评
价；这种评价机制对相对可靠性风险的评估，及对指导
制造商提高产品性能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1-4]。此外，
这些测试还缺乏用于对比不同组件设计相对稳定性风险的
标准协议。缺乏标准协议，人们将不得不依靠多种预测相
对稳定性的综合方法来计算财务模型。这将导致对太阳能
电池组件是否适合于某特定安装条件的量化评估变得极为
困难。而这种不确定性将造成各种困扰，例如提高感知风
险、延迟财政投资，并最终增加光伏发电站的建设成本。

光伏稳定性项目于2011年首次提出，由弗劳恩霍夫可
持续能源系统中心CSE和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ISE
合作创办的。其目标是创造一个信息开放的稳定性评估协
议，并最终成为国际工业标准的基础。

其目标是创造一个信息开放的稳定
性评估协议，并最终成为国际工业标
准的基础

加速测试是对常用稳定性应力测试的扩展[5-8]。由于
大多数应力测试的加速衰退机制尚不明确，所以该协议结
合了长期户外暴露测试和加速测试(图一)以增加评估的准
确性。只有确定了各种应力测试的加速因素，对组件使用
寿命的比较才显得有意义。为了便于不同组件的比较，笔
者将组件性能按从0到5的等级进行评级。评价依据包括了
组件性能和安全性能。其中，第一项测试(电势诱导衰减)是
根据测试结束时也就是光照处理后组件组件的性能进行评
级的。而其它测试项目的组件则是根据它们的“归一化累

积性能”进行评级的。这里所说的“归一化累积性能”指
的是经过最终性能值的加权，以及初始性能值的归一化之
后，计算得到的每次测试间隔组件性能的平均值。用最终
性能值进行加权是为了给予那些在综合应力测试后衰退等
级最低的组件更高的评级。与此同时，户外测试组件在未
来几年的表征结果将用于确定加速老化测试的加速因素。

为了追求客观公正，该项目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测试
所使用的组件都必须购买自公开市场上的商业组件。如果
某些组件无法在公开市场买到，我们将会注明组件的名称
以说明组件的来源。

在该项目中，被测组件的生产商有权拒绝报告中出
现自己的名称或商标。然而，产生的数据将会保留在数据
中心(以匿名形式)，用于与测试现场其它组件进行持续对
比。随着稳定性项目的持续进行，早期的测试结果也将与
最新结果进行对比。目前为止，笔者已经完成了五种商业
组件的测试，第二伦测试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在第一轮测
试中，笔者从2012年单晶硅组件功率排行的前八名中选
取五种组件进行测试。本文后面提到的“PVDI01a”是由
Sunpower公司制造的Sunpower E20组件。(上标“a”指的
是非标准特性：该组件是弗劳恩霍夫CSE从批发商中的一批
组件中挑选出的。)

测试序列和结果

测试协议分为五个测试项目(图一)。目前至少需要16
块组件才能完成全部测试。在测试开始前对组件进行初始
性能表征，随即开始一系列的测试。被分配到对照组中的
组件将会暴露在温度控制环境中，并用于保证功率测试的
一致性。由于每块组件都会随着其被分配的测试序列的变
化而变化，所以需要重复进行表征：例如，在项目四中，

光伏组件

弗劳恩霍夫启动太阳能组件光伏稳定性研究项目

David H. Meakin, Cordula Schmid & Geoffrey S. Kinsey, Fraunhofer 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s CSE,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Claudio Ferrara & Sandor Stecklum,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s ISE, Freiburg, Germany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光伏组件在生产商所承诺的使用寿命结束之前失效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光伏系统安装的感知风险，从而增加发电

成本。虽然现有的IEC和UL光伏认证测试标准已能帮助降低组件早期户外失效(初期失败率)的风险，但它们依然无法
准确预测光伏组件的使用寿命。在该研究项目中，笔者根据光伏组件在整个预期使用寿命内可靠运行的概率大小，将
其分成多个等级。光伏组件被放置于加速应力测试条件中，以探究在一系列特定环境条件下组件的失效规律。在进行
加速测试的同时，我们也将组件长期暴露在户外环境中；确定加速测试和户外实际工作之间的关系是该项目的最终目
标。而随着人们对光伏组件稳定性认识的提高，测试标准也将会被修改。此外，定期报道光伏组件稳定性评级的信息
将有助于光伏系统开发者和金融投资者做出更准确的投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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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块组件都会在200个热循环后进行表征。在每个间歇测试
点，都会测试其电性能并采集电致发光(EL)和红外图像(IR)。
在某些例子中，笔者还测试了漏电流和绝缘电阻。

初始表征和稳定化
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商业组件是通过它们的标准运输

设备运送到测试设施内的，经受了典型的运输应力。组件
在开封后检查外观以确定其是否存在制造缺陷或在运输期
间遭遇损伤。

组件在外观检查后会进行光照处理，目的是引入光
诱导衰减。光照剂量不低于60kWh/m2，并最后提高至
600kWh/m2。这步预处理所需时间由组件的技术类型决
定；薄膜技术通常比单晶或多晶硅技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
能达到光照稳定。在光照期间，组件一直以最大功率点值
工作，并定时收集电流-电压(IV)曲线。一旦组件达到稳定工
作状态，光照处理即随之结束。判断组件是否达到稳定的
方法是在三个连续的时间段进行测量，计算它们是否满足
条件(Pmax–Pmin)/Pmean<2%。

在组件达到稳定之后，便进行初始表征：即在标准测
试条件(STC)下检测光电流-电压(LIV)；EL图像；IR图像；以
及测量湿漏电流和绝缘电阻。

初始性能数据在整个测试周期都会被用到，主要是对
连续的性能测试进行归一化处理以及和额定性能数据进行
对比。

项目一：电势诱导衰减
项目一测试序列是用于评估组件在高电势应力下的性

能表现。由组件内部零件和外部接地表面之间高电势差引
起的组件衰退现象统称为电势诱导衰减(PID)[9]。由于光伏
组件与地压间的电势差有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
要同时进行正偏压和负偏压测试。测试时的电偏压大小等
于组件额定的最大系统电压。

测试开始时，将组件垂直安装(减少灰尘积累)在湿热箱
中，组件的电极线相互短接，并与偏压电源相连接。电源电
极的另一端通过敏感电阻与组件框或其它导电安装点进行连
接。由于最常见的PID现象通常发生在负偏压下，所以负偏
压组件有两块，而正偏压组件为一块。每块组件接入偏压后
都在85℃温度和65%相对湿度的环境下放置400个小时。对
组件性能进行间歇测试所选取的时间点分别为50、100、 
200、300和400小时以及在恢复处理之后。恢复处理是指
将组件暴露在室外或者人工光照下，并在使其在最大功率点
值下运行，但同时保持所产生的电能不超过25kWh/m2。

光伏组件

NoNo

No

偏压下湿热 1000小时湿热 动态负载 静态负载 200次热循环 户外测试

间歇表征10次湿冻循环

初始检查

稳定化

初始表征

最后表征

报告

间歇表征n = 4

25 kWh/m2UVn = 5 n = 5 n = 3

恢复 间歇表征 50次热循环 1年

间歇表征恢复 间歇表征 间歇表征 间歇表征 间歇表征 +6个月

对照组
1块组件

项目一
电势诱导衰减
3块组件

项目二
湿热/UV
2块组件

项目三
负载/温度循环
4块组件

项目四
热循环
3块组件

项目五
户外发电性能
3块组件

No

Yes

No

图一：PVDI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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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模拟真实的工作条件，还应该在电压偏置时对
组件进行光照。但由于大多数老化箱没有设计这一功能，
所以目前只能在进行湿热测试后才将组件暴露在光照条件
下，以评估组件性能的可恢复性。

在电势偏压移除或进行反偏操作后某些组件的发电性
能将得到恢复，但恢复程度因组件设计和衰退机制而异。
而有些组件在光照下的最大功率点附近工作或者提高电池
温度时，表现出了抗PID现象，并且恢复了发电性能[1]。对
于这种组件，PID并不会影响工作。

图二对PID测试结果进行了总结。组件PVDI01a在正偏
压下表现出衰退现象，但在光照下工作在最大功率点时性
能出现了恢复。两块PVDI02组件中的一块在负偏压下出现
衰退而且无法恢复。而两块PVDI03组件在负偏压下都出现
了衰退而且无法恢复。

可以看到，组件PVDI02和PVDI03的PID衰退最严重。
而PVDI04和PVDI05在室外出现PID衰退的可能性较低。在
正偏压下，PVDI01a出现了功率衰退，随后在光照条件下性
能有所恢复。但实际光伏电站中不太可能出现没有光照的
偏压，这说明需要综合效应测试才能更好地与实际工作条
件相匹配。因此PVDI01a在实际工作环境下出现PID衰退的
概率较低。

项目二：湿热和UV光照
项目二测试序列是专为评估组件对高湿、高温和高UV

辐射的抵抗能力而设计的。湿热和UV评估被放在同一个测
试序列中，以此评估湿热环境下UV效应对组件的影响。通
常在高温环境下UV衰退行为会加速进行。例如，UV照射能
降低封装粘合度，导致潮湿环境下发生腐蚀现象。

测试开始前，将组件垂直水平面安装在湿热箱中。为
了在测试期间对组件进行连续监测，每块组件都与外部电
源相连接。在湿热测试过后，将组件放入UV箱中，在这里
它们将被总计量为100kWh/m2的高强度UV照射。UV照射
分四步进行，并在相邻步骤间歇对组件进行表征和再饱和
处理。组件再饱和处理是指将组件放置在湿热环境中48小
时，以观察UV光照的干燥效应。

从图三可以看到，在现有的湿热-UV测试序列过后，被
测组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现象。因此，上述测试条件并

未使组件失效。未来可能会对测试条件进行修改，从而使
组件失效。

项目三：静态和动态负载，热循环和湿冻
项目三测试序列是专为评估动态和静态负载对组件

性能和封装完整性的影响而设计的。动态负载部分主要用
于评估间歇性负载，例如风载的影响等。该测试在低温下
进行，因为该条件下动态负载产生的影响最显著。当组件
温度达到封装玻璃的转变温度后，许多封装部件的模数将
迅速升高。封装材料变硬后将对电池和互连施加更大的应
力，从而导致电池碎裂和互连线断开。

测试时，最高为2.6kPa的动态负载从正反两面施加在
静止放置的组件表面上。这种操作会进行两次，并进行间
歇性表征以记录性能的变化以及检查电池碎裂和电极损坏
的情况。

在存在积雪负载的地区，组件长期抵抗静态机械负
载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增加材料内部和界面间的应
力，该测试是在-40℃环境下进行的[10, 11]。静态测试
时，组件将受到方向垂直于表面大小为5.6kPa的压力，测
试时间为三个一小时，每个小时之间会有一定时间的暂停。

在存在积雪负载的地区，组件长期抵
抗静态机械负载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负载测试过后，紧接着对组件进行热循环和湿冻应力
测试；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在负载测试时出现的裂
痕(图四和图五)。

项目四：热循环
项目四测试序列是为了评估组件抵抗遮阳、白天和季

节温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的能力。在实际操作条件下，一
块组件将承受每日的温度变化以及由于短暂云层遮光引起
的更加急促的温度变化。当温度改变时，将会因不同材料
热膨胀系数的差异而在组件内部引入应力[12]。

为了模拟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组件电流引起的发热效
应，我们将组件与外部电源连接，注入电流的大小等于它

光伏组件

图二：PID测试，(a)正偏压和(b)负偏压。为了评估PID程度，需要使用光照处理后的组件最终性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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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短路电流Isc。与此同时，老化箱内温度以固定的速率
在-40℃到+85℃之间循环变化，每个温度点停留10分钟。
每块组件将经历600次热循环；在每完成200次循环后进行
一次性能表征。

图六显示了热循环测试的结果。有趣的是PVDI03和
PVDI04的衰退程度比它们做静态和动态机械负载时的程度
还要高。

项目五：户外工作性能
项目五测试序列是专为评估组件在真实工作环境(非加

速老化环境)下的性能表现而设计的。我们从每种组件中选
取3块安装在户外测试站上，并持续监测以研究它们的长
期衰退效应。其中一块其与外部电源连接，并维持在它的
最大功率点处，在预设的间隔时间内扫描一次IV曲线；其
数据被用于计算组件的性能比。其它两块组件被施加固定

光伏组件

图三：湿热测试和UV照射之后的累积性能。图中颜色盒子代表
四分位差范围，细线位置由第5和第95百分位数决定，中值用盒
子内的水平线表示，平均值则是用正方形表示，而第1和第99百
分位数则用x表示 图五：在动态和静态负载下的累积性能

图六：在热循环下的热衰退：(a)在每个200次循环区间后；(b)归一化累积性能

图四：两块组件在不同的动态和静态机械负载测试区间的平均衰退幅度。特殊区间为：初始点、50次温度循环后和10次湿冻循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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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使其在光照条件下工作在最大功率点附近。
每经过六个月，所有这些组件都将从测试架上取下，

在STC上进行外观检查和测试，随后再放回室外的测试架
上。组件将在现有基础上持续监测几年。户外数据将与加
速测试数据和来自全球其它区域的相似组件设计的户外数
据进行比较。该测试的最终目标是了解长期衰退现象，找
到新的衰退模式和确定加速因子，这些加速因子可以用于
找到加速老化测试结果与户外工作时间的关系(图七)。

额定参数比较
图八显示了初始组件性能(STC)与额定参数的比较。生

产商可能会故意将其组件性能标定得比组件实际初始性能
要低，原因是组件性能存在过渡期，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担
保的风险。图九的结果显示每种组件都处在制造商额定的
功率容差范围之内。

组件评级：性能和安全

前面提到，笔者根据性能和安全度对组件进行评级。
其中，组件性能(表一和表二)是根据STC测试得到的最大功
率进行评定的。而安全性能的评定则是以组件封装完整性

为依据(表三)。所需测量的参数包括湿漏电阻和干燥绝缘电
阻(表四和表五)。

组件根据性能和安全度进行评级

组件性能评级

评级项目包括:
 ·  PID：该测试显示了组件在电池与大地之间出现高电势
差(600-1000VDC)的情况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  湿热/UV：该测试显示了组件在特殊环境下正常工作的
能力，其中潮湿是最重要的环境条件。

 ·  静态和动态负载：静态负载测试是为了检测组件在定
期遭受静态机械负载的环境下的工作性能，这些负载
可能来自重的树叶、积雪或结冰等。动态负载测试显
示了组件在遭受不断变化的机械负载，例如风，的环
境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  热循环：该测试显示了组件在极端温度下或者温度每
天每年出现大范围变化的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光伏组件

图八：额定参数的基线性能参数

图七：到目前为止的户外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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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组件安全评级：封装完整度
封装的完整程度决定了组件的震动安全性和防火性

能。一般根据湿漏电阻和干燥绝缘电阻来确定封装完整
度。而电阻的大小则取决于所施加的电压、组件面积和组
件绝缘材等。测试时对面积进行归一化，然后根据IEC漏电
阻限值[13]和UL943的接地故障电流漏电保护器的等值电
阻[14]进行分级。对于1kVDC的系统电压，当电流为5.0mA
时，等值电阻为200kΩ。从而当组件漏电流超过5.0mA
时，将不会被评为0级以上。表格三列出了封装完整性的评
级标准。表格中的阻值用已归一化漏电阻密度R表示，而
ΔR则表示阻值相对于初始测量值的变化。

附录：表征技术

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为了检查制造过程

和运输过程中引起的缺陷；其次是检测组件在受到应力后
的物理变化。就外观缺陷(例如制造过程中留下的碎片，如
图十一(b)和(c)所示)而言，虽然部分缺陷可能不会影响组件
工作，但有些缺陷还是会直接影响发电性能或引起更严重
产品质量担保事件的。图十一(a)的背板刮痕和图十二的封
装脱层都预示着该组件的安全性和/或发电性能很可能会出
现下降。此外，图十一(a)的背板刮痕可能会降低组件的湿
漏电阻。由于该刮痕导致组件下表面的绝缘层暴露在外，
因此最终将引起整个背板的损坏。这种情况下，该层材料

等级 性能(P)

5 p>0.95

4 0.88<P<0.95

3 0.75<P<0.88

2 P<0.5

1 0

表一：组件性能评级范围

ID  环境条件

 PID 湿热/UV 动态负载 静态负载 热循环

PVDI01a 5 5 5 5 5

PVDI02 4 5 5 5 5

PVDI03 4 5 5 5 2

PVDI04 5 5 4 5 2

PVDI05 5 5 3 4 4

表二：性能评级

组件评级 评级标准

5 R≥400MΩ和ΔR≦1.0%

4  800MΩ≦R<400MΩ或者R≥400MΩ
和ΔR>1.0%

3 40MΩ≦R<80MΩ

2 400kΩ≦R<40MΩ

1 200kΩ≦R<400kΩ

0 R<200kΩ

表三：组件安全(封装完整度)评级 图十：项目和测试类别中所有组件的湿漏电阻抗结果

图九：初始Pmax与额定Pmax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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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得更容易产生UV衰退，同时出现脆化，直至失效。图
十二的封装脱层将减弱封装层的透光性，降低下面电池的
性能。此外，温度/湿度循环也可能引起缺陷的扩展。

外观检查期间的发现结果将被用来确定为什么一块组
件对应力的反应会与其它同类型组件的反应不同。同时，
我们还跟踪缺陷随着应力持续施加时间的发展或扩大情况。

暗IV测量被用于研究组件串联电阻
和并联电阻的细微变化

光/暗IV性能

LIV(光IV)测试是在STC和工作条件下进行的。对于后
者，在检测的同时，总辐照度、组件温度和风速都会被记
录下来。

暗IV测量被用于研究当组件所受应力发生变化时，其内
部所产生的变化规律。例如，利用测量结果研究组件串联电阻
和并联电阻的细微变化；而这些电阻是从表征曲线中提取出来
的(图十三)。

其中，串联电阻在数值上等于曲线接近开路电压(Voc)处的
斜率。串联电阻的增加表明组件内部导电路径阻抗的增加。这
可能是由电极损失、腐蚀、氧化或电池金属电极剥落引起的。

而并联电阻在数值上则等于曲线接近短路电流(Isc)处的
斜率。并联电阻的降低表明组件封装层之间或电池片本身
存在漏电流路径(电池PN结的隐裂或破碎造成的)。

从各种重要参数随着应力变化的规律，可以判断出应
力对组件造成影响的类型。例如，Isc的降低表明组件所接
收的入射光相对于施加应力前减少了。这可能是脱层(导致
光散射)或封装材料的褪色(导致光在到达电池前被吸收得更
多)造成的。

光伏组件

ID  环境条件
 PID 湿热/UV 动态负载 静态负载 热循环
PVDI01a 5 5 5 5 5
PVDI02 4 4 4 4 4
PVDI03 4 4 4 4 4
PVDI04 3 3 3 3 3
PVDI05 4 4 4 4 4

表五：基于湿漏电阻抗测量的组件安全性评级。所有组件的干燥绝缘阻抗都获得了5分评级

ID  湿漏电阻抗[MΩ]  干燥绝缘阻抗[MΩ]
 最小 最小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PVDI01a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PVDI02 110 250 158 314 >500 >500
PVDI03 92 286 174 >500 >500 >500
PVDI04 48 80 59 205 >500 >500
PVDI05 159 283 207 428 >500 >500

表四：项目中所有测试类别的组件，湿漏电阻抗和干燥绝缘阻抗

图十一：在获得的组件观察到的缺陷：(a)背板划痕；(b)外来颗粒；(c)金属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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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

湿漏电阻
湿漏电阻测试考验着组件在潮湿工作环境下的绝缘性

能，例如高浓湿气、雨水、雾气或融雪。如果湿气进入组
件，将会引起腐蚀和/或接地故障，从而出现性能衰退和安
全事故。该测试用于检测能导致电流流过组件内部从而使
组件内部电池与外部表面形成漏电通路的封装缺陷。

湿漏电阻的测试方法是将组件电极短接，并将其泡在
水中，而水中添加了表面活性剂以提高水的电导率。测量
时对电极施加组件额定系统电压，并测量从组件流出并流
向水中的电流大小。

根据电阻可以解释不同组件的尺寸差异：如果漏电流
分布在整个组件区域，则漏电流大小也将随着组件面积变
化。IEC组件认证标准IEC 61215和IEC 61246要求组件
电阻高于40MΩm2才能通过测试。则对于面积为1m2的
组件，其最低值为40MΩ；这相当于系统电压为600V和
1000V DC时电流分别为15μA和25μA。

干燥绝缘电阻
干燥绝缘电阻测试被用于检测组件绝缘材料的质量，

即组件电活性部件与外部表面的电隔绝能力。它与湿漏电
阻测试相似，只不过此时组件是在干燥条件下测试的，而
且施加电压(6000V)比大多数额定系统电压高很多。

电致发光图像
EL图像是一种用于研究硅太阳能电池空间分布特性的

非破坏性测试方法。这种成像方法能用于探测和表征太阳能
电池内部缺陷(包括裂纹)、焊带缺陷和电池的电性能衰退(图
十四)。

红外光图像
IR图像被用于表征那些有注入电流通过时发热特征非常

容易识别的缺陷。这些缺陷通常为热点、电池内不均匀的
电流分布。对组件施加大小与短路电流Isc相等的偏置电流，
便可以采集IR图像了。在图十五中，基准图像被用于区分热
激发前相关的现象与应力测试时的现象(图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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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闻

欧洲地区

Masdar PV于德国建设11.7MW太
阳能园区

微晶硅(a-Si/μc-Si)薄膜组件制造
商Masdar PV已获得为期十七年的贷
款，为德国图林根州的一座11.7MW光
伏发电站融资。该光伏发电站坐落于
Ichtershausen的Masdar PV制造厂附
近，预计年发电量达1080万千瓦时。

尽管该公司尚未透露贷款金
额，但是据说该协议处于“非常具
有竞争力的价格”。该贷款财团由
Osts chsische Sparkasse Dresden
和Spa r k a s s e  G o t h a领导，还包
括Sparka s se  J ena和Sparka s se 
Mittelsachsen。

天威薄膜橙色组件应用于瑞士屋顶
光伏项目

图
片
来
自
：
天
威
薄
膜

此次在瑞士屋顶建筑安装的薄膜组件所
呈现的橙色色彩与当地建筑的橙色屋顶
浑然一体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子公司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与瑞士
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联合制造的橙色薄膜
光伏组件日前在瑞士成功安装。公司称
该批产品作为天威薄膜公司首次批量制
造的彩色薄膜光伏组件，在瑞士实现了
成功应用，对于公司的发展和市场开拓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天威薄膜公司称该项目坐落于瑞
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内的建筑顶层，
用于发电性能的研究，为日后的推广
使用提供数据和参考，共使用143片
橙色薄膜光伏组件。该种组件尺寸为
1.3m×1.1m，承重能力高，强度大，可
承受的强度超过5400Pa；组件的最外层

玻璃采用压花玻璃，能够有效减少光反
射，消除光污染。此外，该组件可以替
代屋顶构件，直接作为光伏瓦片使用。

美洲地区

乌拉圭启动第二阶段太阳能招标

乌拉圭启动了其200MW太阳能计
划的第二招标期。今年五月，该国宣
布了该进程的第一阶段，将于七月二
日结束。初始阶段的第一天产生三份
投标，总计182MW的装机容量。

第二轮招标目前已经启动，将于
九月二日结束。政府已经为该项目拨
款四亿美元。成功的投标者将获得与
国有电力公司UTE签署的为期二十五年
的购电协议。

今年三月，政府启动该国的首个太
阳能发电站。该481kWp安装项目由乌
拉圭能源监管机构Dirección Nacional 
de Energia所有，由日本政府出资。

亚洲地区

航天机电拟投50亿建设500MW光
伏电站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管理委员会签署500MW光伏电站合作
项目入园合同，拟在宁东基地投资50
亿元建设500MW光伏电站项目。

航天机电将在履行相关投资决
策、项目审批等前置程序后，在宁东
基地投资建设500MW光伏电站项目，
该投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菲律宾政府批准20MW太阳能项目

菲律宾能源部(DOE)批准了韩国可
再生能源公司Mirae Asia的一项20MW
电站的提议。DOE批准一份商业性认
证，因此Mirae Asia现在可以处理剩余
的许可证并开工建设。该电站将建于
吕宋岛北伊罗戈省北部。

Mirae Asia预计在2013年底开工
建设该耗资六百万美元(二十四亿菲律
宾比索)的项目，占地面积六十公顷，
到2014年底竣工。该公司在韩国拥有
规模较小的太阳能项目。该项目可以
适用于菲律宾能源监管委员会批准的
每千瓦时0.22美元(9.68菲律宾比索)的
上网电价补贴(FiT)费率。

非洲及东欧地区

保威与南瑞形成南非光伏项目合作
伙伴关系

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兼开发商南瑞与
太阳能支架供应商保威新能源形成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南非光伏项目。这
两家公司将合作为南非光伏产业提供设
计、采购和施工(EPC)服务。

根据该协议条款，两家公司将合
作在南非及非洲大陆上开发光伏电站
项目，携手作为一家EPC承包商，降低
成本并充当光伏电站项目的“一站式
解决方案”。

南瑞还许可保威南非分公司生产
其光伏相关产业，包括逆变器、电缆
以及其他平衡系统设备。

Phoenix Solar拓展沙特阿拉伯最大
地面安装系统

国际光伏系统供应商Phoen i x 
Solar阿曼与新加坡子公司正在支持沙
特阿拉伯最大的地面安装系统拓展到
5.3MW。该项目名为KASPARCH II，
将由目前3.5MW增加1.8MW，该电站
也由Phoenix建设，于一月竣工。

Phoen i x  So l a r阿曼分公司与
Phoenix Solar新加坡分公司，与当
地项目合作伙伴Hi-Technology and 
Contracting(Hi-Tech)合作，将共同负
责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营。

竣工后，该项目将在沙漠地区占
地2.6公顷，每年为KAPSARC电网发
电约2,900MWh。此次工程将进行到
2014年初，将一直声称该电站是该国
最大的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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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光投资

欢迎来到太阳能硅谷。德国的太

阳能产业坐落于欧洲的中心。太阳能

硅谷萨克森-安哈尔特在2009年时曾凭

借全球最大光伏零部件生产量荣获当

年的Cell Award(最佳太阳能电池奖)。

全球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已经在此处投

资于90亿欧元。涵盖了整个高技术领

域的各公司的密集紧凑分布，形成了

独特的专业聚集区。同时，当地还有

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提供各项服务。

这些太阳能公司的研发部门凭借

高度专业化的工程师，在许多领域内

与各高校的研究员、公共研究机构和

私人研究机构共同合作并建立了严密

的合作网络。凭借企业和以产业为导

向的研究院及高校之间的紧密合作，

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太阳能产业已经做

好准备，以技术引领发展。

距太阳能硅谷仅半小时的车程，

独立研究所弗劳恩霍夫硅基光伏研究

中心(Fraunhofer Center for Silicon 

Photovoltaics)将自己的总部建在了哈

雷-萨勒(Halle-Saale)大学城。该研究中

心是全球唯一一家专注研究晶硅材料

并对太阳能级硅料进行材料分析的研

究所。弗劳恩霍夫研究中心正研发可

提高太阳能组件效率的新式技术与材

料。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有众多太阳能

产业内的服务供应商，从薄膜组件的

玻璃制造商到太阳能能源一体化系统

制造商等各类公司。密集的基础设施

系统、便捷的交通连接和现有的工业

设施可为萨克森-安哈尔特的潜在投资

者提供无与伦比的发展环境。

凭借其在欧洲内部所处的中心位

置，以及工业发展的悠久历史，德国

中部地区被认为是最具吸引力的工业

地区。“德国制造”的招牌使得外国公

司能够对产品进行定制，以满足欧洲

市场对质量的预期——而所花费的预

算确是极为划算的。这就是太阳能硅

谷所能为您提供的优势。

欢迎各国际企业成为我们的合作

伙伴，并且您将在搬迁规划方面得到

事无巨细的帮助。这也是包装生产商

纷美包装有限公司，以及其他众多中

国企业，被吸引至萨克森-安哈尔特

落户的主要原因之一。州首府马格德

堡(Magdeburg)和最大城市哈雷-萨勒

(Halle-Saale)分别与各自的姊妹城市

哈尔滨和嘉兴保持了友好的忽而走关

系。太阳能硅谷在上海还设有办公

事，协调萨克森-安哈尔特的投资机遇

和经济发展等事宜。州立搬迁与经济

发展机构IMG(萨克森-安哈尔特投资与

营销公司)还在江阴市设有办事处。目

前，有约1700名中国留学生就读于萨

克森-安哈尔特大学。

萨克森-安哈尔特期待新合作伙伴

的到来。

垂询方式

高级经理 Dorrit Koebcke-Friedrich
Investment and Marketing Corporation 
Saxony-Anhalt
Am Alten Theater 6
39104 Magdeburg, Germany
电话：+49 391 568 9927

传真：+49 391 568 9951

电邮：dorrit.koebcke-friedrich@img-
sachsen-anhalt.de
网址：www.invest-in-saxony-anhal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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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美包装有限公司制造厂奠基仪式。从左至右：Kathrin Kaiser(建筑师)、Peder Berggren 
(纷美前国际商务总监)、Wolfram Neumann(哈雷市副市长)、Reiner Haseloff博士(萨克森安哈尔
特州州长)、Mr. Sommer(纷美员工)、钦宏亮公使(驻德使馆经商参处)、洪刚(纷美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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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变的太阳能市场中优化选址决策 

Dick Sheehy & Nate Monosoff, CH2M HILL, Portland, Oregon, USA 

本文原载于第二十期《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季刊中

摘要: 

无论是在美国或全球其他地方，作为制造业复兴的一部分，
太阳能制造商需要在为新营运中心进行选址决定时更为理
智。为太阳能制造厂选择场地需要进行严格分析。本文旨在
与读者分享相关策略及工具，帮助业主在为新制造业选址时
做出最为明智的选择。

前言

在过去几年中，太阳能产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整个产
业受到了经济萧条－需求的降低、化石燃料领域的重大发
现、消失的政府补贴和残酷的价格大战等因素的冲击。但
是在这其中，这个已然焦头烂额的产业还被深深地植入了
长期的生存能力。

我们可以争辩太阳能产业的发展速度将有多快、其由
于所遇到的挑战而进行的改变有多大，但是整个产业在以
一定的速度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赌注，特别是能源对
于现代生活来说正变得愈来愈重要，同时太阳能生产技术
持续朝着电网平价、甚至是超越了电网平价的水平发展的
情况下。

总之，太阳能产业是会继续发展下去的，无论太阳能制
造市场具有何种波动性，那些认识到如何以盈利的方式生产
太阳能产品的人将享受着太阳能终极市场扩张带来的好处。

对全球太阳能产业的长期财富持支持意见的乐观派极
大地增加了关于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回潮和内销的热情和讨
论。这一趋势是由多种因素所促进的，包括运输成本、美国
能源费用的降低、激进的联邦刺激政策、不断增长的中国劳
动力成本和贸易政策等。在2010年，奥巴马总理曾制定了
至2015年将美国的产品出口量增加一倍的计划。在规划的
第二年，2011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数量出现了自1998年
开始下跌后的首次增长。自从2009年12月以来，制造业产
业新增了30万就业岗位，其中仅2012年1月一个月就增加
了5万，成为该年度最大的月度增长。奥巴马总统进一步提
出降低制造业生产者的税率以促进这种回潮趋势。

选址过程

全球不同市场内，商业成本动因的形式也极为不同；
税收、政府补贴、土地承包、劳动法、劳动力成本、能源
成本、监管问题、基础设施条件、物流及供应链状况等均
是极为关键的商业因素，并随着场址不同而不同。本文接
下来将展示部分优化选址决定过程的方式方法。

选址过程可被分解为项目定义、地
点筛选、地点分析、场址分析和尽职
调查等几个步骤。

选址流程(详见图一)可被粗略地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项目定义

地点筛选

地点分析

场址分析

尽职调查

图一：场址的确认、评估和去除过程

1. 项目定义：确定地理搜寻范围和设备、场址、成
本、基础设施和风险标准，以用来随后用作地点与场址的
评估参考。

2. 地点筛选：利用选址模型和客户的偏好确定进行
进一步研究的地点。

3. 地点分析：收集数据并提炼分析模型；评估质量
标准；为场址分析进行地点的评定与选择。

4. 场址分析：按照优先顺序确定并分析场址。
5. 尽职调查：详细审查场址开发的可行性(补贴、环

境、分区、基础设施、成本等)。
下文详细解释了这五个选址步骤。

项目定义
选址过程从项目定义阶段开始。在这一步骤中将对制

造设备的运行参数和要求等进行详细理解分析，并制定出
对地点和场址进行判断的标准，以及每个标准的重要程度。

地点筛选
一旦关键选址标准被确立，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进行地

点筛选。CH2M HILL公司采用了总购置成本(TCO)专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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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设备与场址资源模型(SRM)，来对地点进行有效的评估
和排序，并缩小搜寻范围。在这一步骤中也可使用决策方
法，以为定义、衡量和评定质量标准提供框架。

地点分析
地点筛选为接下来的地点分析过程打下了基础。完整

的征求建议书(RFP)会发送至有意向的地点。随后，可对得
到的反馈进行分析，通常这些反馈中会包含初步的补贴方
案，此时，各地点将从财务和质量的角度进行重新评估。
这一阶段的结果将是一份首选场址的候选名单。

场址分析
场址分析阶段是注重细节的阶段。场址分析的目标是

在目标区域内识别并评估潜在的场址。如有必要，可向目
标区域内的国家或地方经济开发部门再次发送场址的征求
建议书(RFP)。这份RFP将明确地详细列出对于场址的要
求，包括占地面积、地形地势、交通、分区、成本、开发
审查、开发制约因素、场址优化和环境因素等。在对场址
及总购置成本(TCO)模型和场址资源模型(SRM)的数据进行
案面研究后，可对场址进行排序，并对排在前位的场址进
行实地考察。在对相关场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开发成
本、潜在开发限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后，可出具一份更为
详细的场址评估报告。在此阶段，各种分析均具备较高的

细节水准。在项目定义阶段所确定的对制造商的要求和偏
好的透彻理解，可使得场址与项目之间达到完美匹配。初
步开发计划、TCO模型和SRM模型将针对排名靠前的场址
进行指定。在这份调查的基础上，将整理出最终的场址排
序，并可与排名靠前的场址所有者、当地政府和国家政府
展开商务谈判。在谈判期间，场址研究和调查(湿地、濒危
物种、历史用途、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古迹、噪音、交
通、对可见空气和水土的影响等)可同时进行。

尽职调查
最后，可以开始尽职调查过程，同时进行关于补贴和

基础设施建设协议、环境调查和相关场址收购合同的商业
谈判和确定。

厂址对财务的影响

太阳能产业已经成熟到能够积累起可靠的数据来对全
球不同地区的太阳能生产成本进行检查。这些数据对于客
观比较和商务竞争力预期来说是价值连城的资产。项目执
行方应开发出相应的现金流折现模型，以评估地理位置对
项目净现值(NPV)和单位生产成本的影响。这些模型可使得
对场址的选择变得更为客观，并将重点放在对财务表现影
响最大的因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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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考虑了高等变量的不同地点项目成本的净现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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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是另一个在选址项目中需要考虑到的关键因素。
与场地开发相关的一系列职能在业内众所周知地被认为是
极易发生拖延的，如环境许可、场地开发审批流程、场地
和基础设施开发、场地设计与建造等。了解与这些因素相
关的当地现象及风险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美国，一片大
型绿地或重建项目可能触发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环境监管
方案，并对工期和成本产生巨大影响。环境监管和审批方
案在各不同州内是不尽相同的，并通常要比联邦政府的环
境监管方案更为严格。环境审批和场址相关的环境评估、
批准等事宜可造成工期被延迟至九个月或更久。然而，通
过项目早期的合理调研与规划，这些对于工期的影响可被
降至最低，或者规避掉。

另一个需要被算进场址评估方程内
的因素是业务中断风险。  

另一个需要被算进场址评估方程内的因素是业务中断
风险。有些风险是与实际的危险相关的——如自然灾害的
威胁、安全性和基础设施的可靠性或漏洞——而另一些风
险则涉及到财务因素，如劳动成本的波动和劳动力的可获
得性，和能源与税收政策不可预见的增长等。

选址净现值(NPV)模型

最佳的定量选址工具是项目的NPV模型，可针对所有
在考虑范围之内的项目，有效地预测并对比项目的整个项
目周期内的现金流。使用这个模型的关键在于设计出效率
极高的模型，将重点放在随着地域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成本
因素上，并同时保持其他变量不变。

对于正在考虑美国各处地点的太阳能制造商来说，关
键成本因素可随地域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变化，包括税收(营
业税、财产税和所得税等)、补贴、劳动力、场址和基础设
施开发、建设，以及运输成本等。在考虑到工厂的特殊资
本与运营成本结构后，NPV模型可对每个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场地的相关成本现金流进行预测。

NPV模型中所计算出来的工厂购置总成本可为场地的
选择提供一个客观、标准化的财务比较。该模型同时还可
针对每个场地在项目净现值领域内所特有的成本变量敏感
性提供有用的金融分析。

NPV模型同时还是一款在与国家和地方政府进行补贴
谈判与评估的十分有价值的工具。在不同国家、地区，甚至
是州县之间，税收结构和补贴方案之间可具有极大的差异。

图二列举出一份不同地区间的成本比较汇总(仅考虑其
中一些高级变量)，选取了七个不同地点在十年操作期间内
的数据。

场址可对工厂的启动、运营成本和
最终成功与否起到重大作用。

总结

场址可对工厂的启动、运营成本和最终成功与否起
到重大作用。当太阳能产业继续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危机
时，业主可通过市面上流行的多种工具和方式成功地选择
场址，来获得保障。

作者简介

Dick Sheehy先生目前管理CH2M HILL公司旗下的高级规划
与选址服务集团。他在高技术产业内的场址评估和项目开发
领域内拥有逾25年的从业经验，其中包括太阳能产业，并曾
为全球多个社区与公司项目提供整体规划服务。Sheehy先生
曾担任美国俄勒冈州经济经济经济发展部门主任，直接参与
高技术公司的招商和产业补贴方案的执行。

Nate Monosoff先生专门从事为美国、亚洲和巴西等地的新
兴产业、成熟产业和技术型客户提供商业策略咨询服务。
在咨询业、工程和项目管理领域内，他向国家、地区和地
方政府及产业客户提供商业咨询、整体规划、业务地点与
经济开发等服务。Monosoff先生在特殊成本建模、可行性
研究和辅助高技术投资决策的工具等产品的开发方面具有
多年专业经验。

垂询方式

CH2M HILL 2020 SW Fourth Ave, 3rd floor Portland OR 
97201 USA 
电子邮件： nathan.monosoff@ch2m.com 
公司网站： www.ch2m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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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SOLARENERGYEVENTS.COM

4 – 5 MARCH 2014 
NAIROBI, KENYA

 • Seven of the world's ten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are in Africa 

• Two-thirds of the continent’s population 
are not grid-connected 

• African solar and renewables are set for 
a ten-fold increase by 2017 

• The UN predicts the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in Africa will be worth US$57bn 
by 2020 

• Kenya has set a target of 16.9 GW of 
solar power by 2030

• Uganda targets 61% of energy 
consumption from renewables by 2017, 
up from 4% today

• PV sales in Tanzania have been growing 
at 15% per year for the last 5 years

• The Nigerian government is looking 
to establish a ‘silicon valley’ style 
science park to develop a domestic PV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In Ghana, the 155MW Nzema Solar 
Project, Africa’s largest, is in the fi nal 
stages of fi nancing 

* Source: NASA

Photovoltaic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rganiser                     Endorsed by Partners                                                                    Media partners

Kenya Ministry 
of Energy



招贤纳士

系统、产品及光伏服务研发经理             工作地点：法国巴黎

职位描述：
 · 根据公司发展路线图确定并管理项目
 · 通过广泛的技术研究，为晶硅太阳能的系统、产品
确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研发及成本路线图
 · 进行市场分析、为客户开发光伏产品和服务并提
供建议
 · 与公司客户进行协商合作
 · 建立并维持与各学术研究机构及供应商间的合作关
系，以共同完成路线图目标
 · 持续进行系统研发工作，并整合价值链上游的各路
线图目标

应聘条件：
 · 具有物理、电子工程、机械科学、信息工程或相

关专业的博士学位
 · 英文流利，懂法文者优先
 · 五年以上相关领域学术及产业从业经验(不含博士

研究期间)
 · 在著名国际会议上有良好的论文演讲出版背景
 · 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内具有研究经验：电力电
子技术、电力转换系统、工程机械、电网互联、电池
管理系统、通信协议，用户软件服务等
 · 愿意接受经常性出差的工作性质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index.php?post_id=1167&cat=98

沉积工艺高级科学家 工作地点：法国帕莱索

查看详情并在线申请：http://www.jobsinpv.com/ad,1168,98,SENIOR-SCIENTIST-IN-DEPOSITION-PROCESSES-FOR-

CRYSTALLINE-SILICON-SOLAR-CELLS-MF-10043980

其他职位招聘：

欲了解更多光伏产业招聘信息或在线申请职位，请访问：www.jobsinpv.com

职位刊登垂询： Graham Davie
电子邮箱： gdavie@pv-tech.org
联系电话： +44 (0) 20 7871 0123
传真号码： +44 (0) 20 7871 0102

工艺工程师(英国)

研发经理 (纳沙泰尔) 晶硅太阳能电池结构表征科学家(法国帕莱索) 

职位描述： 
 ·  领导并积极参与半导体材料的研究活动以及高效晶
硅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工艺

 ·  与其他项目经理合作，领导、配合并参与处于研究
和开发阶段的项目

 ·  制定技术路线图，为新一代产品的关键技术开发
提供支持

 · 指导博士及博士后学生的学术研究

应聘条件：
 · 拥有薄膜材料沉积相关领域内博士学位
 · 至少十年以上实验室光伏研发经验
 ·  在半导体沉积技术，尤其是CVD领域及材料及界面
表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 可独立进行研究，同时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

国家太阳能中心高级咨询师(英国)

新一代硅基太阳能电池掺杂镀膜工艺博士
(鲁汶)

光伏系统博士后研究生(图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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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不可或缺的全球品牌营销

与全球光伏产业领军媒体通力合作
        ——选择值得您信赖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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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周刊广告：每周多期的中英文电子周刊供您选择

 � 网站广告：中英文网站秉承客观、公正和准确的报道原
则，以全球化视野为读者提供最新、最具影响力的新
闻、最前沿的技术文章以及最权威的产品评论

 � 光伏企业目录：订购光伏企业目录，将为您的官方网站
带来无限点击率

 � 平面广告：Photovoltaics International及其姊妹杂志是业内
首屈一指的太阳能产业专业杂志

快来免费订阅我们的电子周刊吧！

突破语言文化障碍、扩大品牌全球效益

Contact: Solar Media Ltd. | 5 Prescot Street  |  E1 8PA  | London | UK | info@pv-tech.cn | www.pv-tech.cn | +44 (0) 207 871 0122



行业展览及会议预告

时间  名称 地点 官方网站 类型

9月4-6日 韩国世界太阳能博览会 (PV Korea) 韩国首尔 www.exposolar.org 会议 & 展览

9月18-20日 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South America) 巴西圣保罗 www.intersolar.net.br 会议 & 展览

9月30-10月4日 欧洲光伏太阳能工业展览会暨会议 (PVSEC) 法国巴黎 www.photovoltaic-conference.com 会议 & 展览

10月8-10日 英国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UK) 英国伯明翰 uk.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10月21-24日 美国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美国芝加哥 www.solarpowerinternational.com 会议 & 展览

10月24-26日 第五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中国无锡 www. crecexpo.com 会议 & 展览

10月28-30日 新加坡太阳能光伏产业展览会 (PVAP EXPO) 新加坡 www.pvap.sg 会议 & 展览

10月28-30日 亚洲太阳能光伏工业展览会/光热技术装备展览会  中国上海 www.asiasolar.cc 会议 & 展览

10月28-11月1日  PVSEC-23 Photovolta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nference 中国台湾 www.pvsec23.com 会议 & 展览

10月30-11月1日 台湾国际太阳光电展览会 (PV Taiwan) 中国台湾 www.pvtaiwan.com 会议 & 展览

11月11-14日 2013年印度太阳能展 (Intersolar India) 印度孟买 www.intersolar.in 会议 & 展览

12月3-4日 东南亚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Southeast Asia) 泰国曼谷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 展览

2014年2月 PV SYSTEM EXPO 2014 日本东京 www.pvs-expo.jp 会议 & 展览

2014年2-3月 英国太阳能路演(Solar Energy UK Roadshows) 英国多个城市 uk.solarenergyevents.com/roadshows 路演

2014年3月 英国伦敦国际建材展暨节能环保和未来建筑大会 英国伦敦 www.ecobuild.co.uk 会议 & 展览

2014年3月 Solar & Off-Grid Renewables Africa 肯尼亚 africa.solarenergyevents.com 会议

2014年3月 Intersolar China 2014 中国北京 www.intersolarchina.com 会议 & 展览

2014年3月 SOLARCON China 2014 中国上海 www.solarconchina.org 会议 & 展览

2014年3月 第五届中国国际光伏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 中国北京 www.cipvexpo.cn 会议 & 展览
  新设备展览会 (CIPV EXPO 2014)  

2014年4月 印度太阳能展览会 (Solar Energy India) 印度古吉拉特邦 www.solarsummitindia.com 会议

2014年5月 SNEC第八届(2014)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上海) 中国上海 www.snec.org.cn 会议 & 展览
  展览会暨论坛 

2014年5月 澳大利亚国际太阳能会议暨展览会 澳大利亚墨尔本 www.solarexhibition.com.au 会议 & 展览

2014年6月 第40届IEEE光伏专家会议 (PVSC) 美国佛罗里达 www.ieee-pvsc.org 会议

2014年6月 2014年德国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Europe) 德国慕尼黑 www.intersolar.de 会议 & 展览

2014年6月 2014台北国际光电周 中国台湾 www.optotaiwan.com 展览

2014年7月 2014年北美太阳能光伏展 (Intersolar North America) 美国旧金山 www.intersolar.us 会议 & 展览

2014年8月 2014第六届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览会 中国广州 www. pvguangzhou.com 展览

在线日历查询国际展会信息，请访问：www.pv-tech.org/events/list-calendar  *上述数据更新至2013年8月
展会媒体合作洽谈，请联系Cathy Li：cli@pv-te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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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                         赞助商

战略合作伙伴                         媒体合作伙伴

Photovoltaic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2013年12月3-4日
泰国曼谷 IMPACT Arena会展中心

SOUTHEAST ASIA

您希望在发展迅速的东南亚太阳能市场上发展业务、认识新的合作伙伴吗？

凭借东盟(ASEAN)地区光伏市场直至2017年的50%预期年均增长率，此次太
阳能东南亚峰会是所有希望能在该地区不断发展的太阳能供应链上占有一席
之地的企业的首选盛会。

演讲嘉宾包括：

Pongsak Ruktapongpisal 阁下
泰国能源部部长*
泰国太阳能电站及其在政府部门能源战略中所占地位，同业所获得的经验教训等

Wandee Khunchornyakong 女士，SPCG公司首席执行官
泰国及周边地区
领跑开发商的观点

Gladys Mak 女士，马来西亚可持续能源发展局(SEDA Malaysia)上网电价补贴部门总监
马来西亚可持续能源发展局
马来西亚之道：上网电价补贴、目标，以及成为制造中心

Achmat Nadhrain Ibrahim 先生，Cypark公司总经理
有效利用土地
马来西亚首座大型联网太阳能电站

Edward Douglas 先生
Armstrong资产管理公司
从会议室走向实地应用：关于东南亚市场投资要求的开发商手册

Pete Maniego 先生，菲律宾国家能源理事会主席
菲律宾的太阳能政策——
上网电价补贴、最新开发进度和未来前景

*已初步接受邀请

欲了解关于此次活动详情，请垂询 Kathy Lackington女士：
电话：+44 (0) 207 871 0122，手机：+44 (0) 7951 805 051，电邮：klackington@solarmedia.co.uk
或李霄远女士，电邮：cli@solarmedia.co.uk

SEASIA.SOLARENERGYEVENTS.COM/REGISTER2013 @_SolarEnergy




